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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结合”
的石狮校园文化
近期，笔者前往我市不少校园走访
参观，所到学校都很十分重视校园文化
建设，校园文化氛围很浓厚。而颇为吸
人眼球的是，更有校园里那“爱的方程
式”——五彩斑斓的花朵。
缘何有此言？因为美丽的花可以
使人放松心情，让人更加愉悦。
拿近期灵秀镇塔前小学说事，该
校“自上而下”种植了近五十种花朵
种类，所谓“自上而下”则是该校从
教学楼顶楼至操场上都分别种满不
同风格的花朵、盆栽。其中，位于该
校正大门的“推车盆栽”更是引来路
人的围观，并获得了不少家长的赞
许。
学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一
座学校打造了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传
本报讯
日前，石狮市龟湖
中心小学开展了一系
列以平安校园行为主题的
宣传教育活动。
在活动中，该校法制副校
长围绕交通、食品、消防等内容
进行了培训，并结合实例深入讲
解，提高了师生安全意识，让全
体师生认识“防微杜渐”“防患于
未然”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该校更根据安全
工作要求邀请学生家长到校，就
安全工作进行宣教。校长黄华
锋就全国安全教育日、福建省安
全教育宣传周、防溺水安全教
育、交通安全教育、居家安全
（坠楼、煤气中毒、夏天点蚊香
等问题）、防春季流感、防性侵，
以及学生中午不回家、提前到校
等安全隐患同家长进行沟通。
另外，本次活动还安排了应
急疏散演练活动，通过多方面宣
教以及模拟演练，全方位加强家
校联动，为学生撑起“安全伞”。
（记者 王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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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了教育正能量，为整个校园营造了昂
扬向上的氛围。
因工作原因，在走访我市不少
校园的过程中，笔者均发现，校园文
化彰显了石狮学校的独特魅力。这
些学校所彰显出来的校园文化，不
仅依据该校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
和人文精神，更从城市的精神文明
中萃取并进行细致的策划部署。比
如，以传承闽南文化所开展的一系
列活动、以邻里文化作为主题的家
校互动以及围绕文明城市建设所开
展的学生志愿者社区服务等。这些
点滴共同塑造了校园文化，并在实
践过程中逐步凝聚、升华成为了校
园的特有文化。它演绎的是学校师
生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成为学生

奋发向上的动力以及无形的精神财
富。此外，它更是一座学校发展的
灵魂，既凸显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和
治校精神，更让校园文化和师生精
神追求达到了和谐与融合。
相较于校园里的宣传看板与格
言 警 句 ，这 样 的 系 列 活 动 更 显“ 动
感”。
另外，回到上述的“校园之花”话
题。现如今，在校园视觉文化打造上，
不少校园都围绕特色主题文化设计板
块，布置相应的内容。这样的校园文
化也无时无刻教育引导师生反省自己
的言行举止。
对内，这样的校园文化彰显出了该
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更展示出
了该校的竞争力。而随着不少校园逐

互动游戏让学生
“快乐学习 健康成长”
本报讯 为普及、推广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知识，提升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水平，日前，一场“快
乐学习 健康成长”学习心理辅导公
益活动在石狮市宽仁小学开展。活
动邀请了该校五年级学生及家长参
加。
主持人首先请学生与家长做游
戏，充分调动了学生及家长们的积
极性。紧接着，资深心理讲师从数

字记忆和单词记忆的方法介绍，到
学习动机激发、学习策略、智力优
化，再到学习潜能、学习状态、挫折
教育、家庭等影响学习的各方面因
素进行辅导和演示，引起了学生和
家长的强烈共鸣。记者看到，学生
们认真地做笔记，并与家长积极参
与到互动游戏中，现场气氛十分浓
烈。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由泉州市

本报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泉州市
教育局关于开展 2018年“弘扬生态文
明 建设美丽泉州”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
通知》文件要求，日前，石狮市凤里街道
五星小学师生前往后花社区开展校园周
边环境卫生志愿清洁活动。
在活动中，该校党员志愿者、阳光小
志愿者明确分工、积极合作，不怕脏、不
怕累，扫起每一片垃圾、捡起每一块碎
石。可谓是人人动手、齐心协力争当文
明小卫士。“学生们很高兴为自己的家园

他们都说：“你个小毛孩来凑什
么热闹？”我没有说什么，心里
却暗暗发誓：你们别小瞧了我，
我一定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
训练很辛苦，到了最后几天，有
人吃不消了，也有人变得“老油
条”。他们要么偷工减料动作
不到位，要么欺骗教官虚报训
练数量，而我坚决按教官的要
求刻苦地训练。别人都在享受
“大树天然空调”，而我选择在
烈日下挥汗如雨，有的队员笑
我傻，我还是没说什么。
最后一天考核前，队长不
放心地对我说：“你可不要拖集
体的后腿呀！”“走着瞧！”我大
声说。考核结束，教官公布成
绩，我们队胜出，而且我还是队
里唯一一个等级“优”的！所有
的人都惊呆了，没想到我这么
一个小不点竟然能赢过他们。
可是他们不知道这是我“卧薪
尝胆”换来的成绩呀！
历史故事使我受益匪浅，
我喜欢读历史故事。
（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
小记者王子桓 指导老师 李
丽琼）

我是春天的小雨
啊！我是春天的小雨！冰
天雪地的冬天快过去了，马上就
要迎来生机勃勃的春天。淅沥
沥，淅沥沥，我悄无声息地来
了。雨停后，我的“血”一滴一滴
地滴进雪地里。雪地裂开了一
条小缝隙，地底里的种子想要钻
出土地。不知雪地的开裂，是因
为我这小雨还是小草呢？
啊！我是春天的小雨！寒
冷的冬天有许多哺乳动物，因为
温度过低，它们有的在寒冷降临
时就已经冬眠，有的在寒冷到来
之后才准备冬眠，结果被冻成了
晶莹剔透的冰雕。这时我又出
现了，哗啦啦，哗啦啦，我的“血”
流了一地，流进了冻结的山泉、
河流、湖水、大海……流水声一
天比一天大，化开了被禁锢了一

文明办、泉州市教育局与泉州市校外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共同开
展。活动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学习能力
和学习兴趣，同时也让家长进一步掌
握了科学教育孩子的方法和如何关注
孩子心理健康的成长。现场的互动环
节更提高了家长对家庭教育的认识，
使家校教育产生合力，为孩子创设良
好的成长环境。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洪茹萍）

志愿服务活动获家长点赞
‘换新装’。”活动相关负责老师表示。经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校园周边的道路变
得更加整洁美丽。
“组织孩子参加学雷锋志愿活动，
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劳动实践能力，美化
了环境，更提高了他们保护环境的意
识，让孩子们从小认识到清洁社区、美
化家园是靠大家一起来创造和维护的，
也增强了孩子们对社区的责任感。”不
少家长对此表示赞许。
（记者 王文豪）

冬的冰川。积蓄了好久能量的
江河湖海，刹那间爆发地冲在一
起，不分你我，形成滔天巨浪，汹
涌地冲过世界各个森林大地，等
它们能量用尽时，
“冰雕”也在它
们的冲击下纷纷破碎。
啊！我是春天的小雨！
那些永不融化坚硬无比的冰
川也被我冲刷得像馊掉的土
豆渣滓。
啊！我是春天的小雨！我
用尽了我的“血”，生命也走到
了尽头，可是来年春天，我又会
积攒能量复活，就这样，年复一
年，永无止境，滋润着这片土
地。这就是我，春天的小雨。
（石狮市灵秀镇古洋小
学 小记者潘宇翔 指导老师
王宝凤）

减负需要来一场
课堂变革
日前，江苏省溧阳市教育局
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
业负担的意见》，其中明确了要
保证学生每天充足的睡眠时间，
如果家庭作业来不及完成，家长
签字后可免做完不成的作业。
并且，对乘坐接送车的学生、家
长上班比较早的学生等特殊情
况，可实行“弹性”进校。
教育质量是学校教育的
生命线，学生减负要得到社会
和家长的支持，必须消除他们
对于教育质量下降的担忧。
“作业超时免做”和学生“弹
性”进校都意味着学生用于
学习的时间减少，而教学的
目标要求没有变、教育教学
质量不能变，这对课堂教学
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学生过重的课业负
担，与教师落后的教育理念、
教学方法有着直接关系。一
些教师不注重研究教法、研
究学生，只注重知识传授，
延续“满堂灌”“满堂讲”的
老传统，不能放手让学生自
主学习思考，导致了课堂的
高耗低效，为了提高所教
学科成绩，教师给学生课
后留有大量的机械重复训
练的习题，导致了学生过
重的课业负担。
过重的课业负担挤
占了学生自主发展、创
新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制约了学生创新能力的
发展。陕西师范大学
一项研究表明：随着儿
童、青少年课业负担的
逐年加重，与创新人才
核心素养密切相关的
冒险精神、对知识和
探索的好奇心、想象
力水平和敢于应对挑
战的态度却逐年降
低。

风里雨里 感谢有你

读史明智
我喜欢读历史故事，寒假
我跟着《史记故事》这本书到遥
远神秘的年代神游。我随孔子
周游列国，跟着张仪苏秦合纵连
横；我在朝堂上听帝王雄才大
略，在战场上与士兵冲锋陷阵
……唐太宗说以史为鉴，读历史
故事让我受到很多启发，那些性
格各异的历史人物，就像一位位
老师，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卧薪尝胆”的故事。春秋时期
吴越两国交战，越国战败。越王
勾践忍受屈辱到吴国给吴王夫
差当奴仆，后来夫差看到勾践百
般顺从，就把他放了回去。勾践
回到越国，每天晚上睡在柴草
上，吃饭前都要先尝一尝苦胆，
以警示自己不忘耻辱。他暗中
操练兵马等待时机，机会终于来
了，越国一举打败了吴国，夫差
自杀，勾践成为新一代霸主。
勾践永不屈服的精神让
我敬佩，而我也碰到过类似的
事情。三年级，我参加一期少
年军校，同一期参加的大多是
五六年级甚至是初中的学生，
分组时谁也不愿意跟我一队，

步丰满“对内”文化，它成为了一
项常态化的校内文化。
笔者认为，随着文化形态的不
断变化，校内文化也可以由“静”转
“动”。好比如一盆盆设计得别出
心裁的花坛盆栽、结合方言设计的
名言警句以及结合城市文明设计的
填字游戏等，这些看似简单的举动，
却能留给学生发现问题、探索问题、
解决问题的兴趣和空间，更有利于学
生拓展思维空间，发展联想和想象能
力。
“动静结合”，校园文化建设也可
以很精彩。眼下，在不少人呼吁“为学
生减负”的时候，这样别出心裁的校园
文化建设，或许也能给予学生精神上的
放松以及减负。
（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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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莫兰蒂”台风，想必大
家仍然记忆犹新。两年前，它的
出现使群众感到惊恐万分。不
过，幸好有那服务民生的气象台
发出警示，让我们都做好充分的
防患准备，才将损失降到最小。
今天，我们小记者满怀好奇地
来到这个神秘的地方——气象台。
待我们入座后，一场科普讲
座便开始了！讲解师绘声绘色的
讲解，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些谜团。
随即，我们又参观了一辆“无
价之宝”——气象台的现场应急
工作车。
这辆车光从表面上看，你就
会觉得十分奇妙，而车顶上的设
备也非比寻常。走进车里，你一
定会为之惊叹：“噢！这简直比总

统车还酷！”按常理来说，我们本
该看到一些座位，而这里边尽是
屏幕与设备。最令人醒目的是那
一张“万能桌”，不仅可以折叠，又
可充电，还可在上面办公等。
我一看：“咦？这个手柄是干
嘛的？”我好奇地转动手柄。谁
料，一道“乾坤大挪移”，屏幕上的
画面大有变化。我把手柄转动
360度，画面也随之而变，我又按
了下，画面转变了！“哦！莫非这
就是传说中的‘32倍超级放大镜
’？”
此时，一个工作人员过来了，
他说，虽然设备看似小巧，但探测
台风时，它们可帮了不少忙呢！
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很难准确测
量出一些气象情况。突发事件

时，他们就是开着此车去实地检
测的！然后，及时向广大民众发
布气象情况。风里雨里，一路有
你。这也是他们并肩作战的好伙
伴。像“莫兰蒂”台风中，他们和
记者一起出动，无论有多大的生
命危险，都一直尽职尽责、风雨无
阻，十分敬业，让广大群众能更方
便地知晓气象情况。
气象台的叔叔阿姨们，虽不
知道你们的名字，但我清楚，你们
是我们心中的“超级英雄”，及时
发布气象情况。将来，我也要像
你们一样，站在气象这条战线的
前端，为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保驾护航！
（石狮市五星小学 小记者何
雅诗 指导老师 黄呈呈）

梦 森林
喧哗淹没了小草们的心声，
砍伐忽略了树木们的存在，浓烟
覆盖了小花们的芳香，而垃圾却
在那清澈见底的河水上流浪。
那蔚蓝的天空被裹上了一
层乌黑的颜色，只见碧绿大地盖
了一层看似由细沙组成的被子，
而那金灿灿的太阳却被那一朵
朵乌云掩去了原本属于它的光
芒。
已经一年过去了，现在回忆
起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个可怕的
梦，全身不由自主起了鸡皮疙
瘩。那是有一次，我迷路了，只记
得我当时遥望着远方，远方似乎
是绿油油的一片。迷迷茫茫的
我，不知所措。忽然，在那一刹
那，一个个如雷鸣般的响声，在我
的身旁荡悠，久久不肯离去。当
我转头的那一瞬间，远方不再是
像从前那样绿油油的一片了，而

是变成了光秃秃的一片，只剩下
了那在对天哭泣的树桩。可一切
都已经来不及了，事情已经发生
了，现在只能责备自己当时没有
反应过来。此时的我还在迷惑当
中，还在思考为何会有这突如其
来的行动呢？我被吓懵了，此时
朦朦胧胧的我，在不知不觉中，被
围剿在了一个个哭泣的树桩和一
栋栋崭新的高楼大厦中，我突然
从梦乡惊醒了过来。醒来一看，
原来是在自己的家里，唉……
我并不希望这是事实，然而
这一切却早已在进行中了。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可这
就是事实。也许谁都不能接受事
实，但现在挽留也来不及了。
尊重生命看似是我们生活
中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保护森林
也一样重要。只有大家齐心协
力，才能创造出一片和谐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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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听了我这个可怕的梦，你是
否会觉得愧疚，这些树木被残忍
砍下，都是人们所为。所以这些
都是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我们
应该负责任，为了将功补过，我们
应该在自己的家里栽下一盆盆小
小的花，因为这样也能给世界添
上一道绚丽的彩线；或者是捡起
地上的一小片垃圾，也能让世界
保持清洁……
让我们的希望变成现实，让
我们的爱心去播种绿色的种子，
让我们的心灵去感受大自然传递
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行动去
创建一个绿色的森林之城吧！
一句话——“让呼吸在绿色
中流畅，让土地在根系间凝聚！”
（石狮市五星小学 小记者郑
好 指导老师 邓杰）

变革课堂是学生减负的
必然选择，也是减轻学生负担
的治本之举，更是满足新时期
国家对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
减负需要来一场课堂变革。
课堂变革不是对传统课
堂的修修补补，而是对传统课
堂的颠覆性改革。在教学理
念上要从“教师教为中心”向
“学生学为中心”转变。要打
破传统课堂上教师“满堂灌”
“填鸭式”的方式，从班级授课
制转向小组合作学习，把“自
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落
到实处。教师的职责在于引
导学生学习，并帮助学生形成
终身学习的能力和习惯。
在教学目标中，要从“传
授知识”向“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转变。课堂教学不能止于
知识，人的发展更不限于掌握
知识，教学的根本目的和人的
发展的核心内涵是素养的提
升，正确的价值观念、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是支持人终身
发展的基因，课堂变革要抓住
核心素养这一教育的根本。
在教学过程中要从批量
生产向精准化教学转变。以
互联网为核心的大数据技术
发展，为传统的教与学方式转
型升级提供了可能。个性化
教育是课堂改革的重点，而
“个性化”教育的前提是“精准
化”。大数据将在学业评价上
广泛应用，不管是课堂上的即
时练习还是大规模的学业诊
断，都可以精准到每一位学
生，从而实现精准教学。
学生减负需要课堂变革，
学生减负也倒逼课堂变革，在
教学改革中应建立学生减负
与课堂变革的双轮驱动模式，
从而实现课堂教学回归育人
本位和学生的持续健康发
展。
（中国教育报）

罂粟花虽然拥有着一件
秀丽的衣裳，但是它有着魔 珍
鬼般恶毒的内心。如今有多 惜
少人被它残忍地夺去宝贵的
生命？
那罂粟花虽为秀丽，但 生
由它制作出的毒品危害性却 命
很大，它可以使一个人精神
失控、拥有各种病状。若是 ，
一个家庭的孩子是一个吸毒 远
者，就会影响那个孩子的前
途和未来，整个家也会受到 离
经济方面的威胁。毒品，是
一个谁都不能去触碰的物 毒
品，一旦触碰到了、上瘾了，
品
后果不堪设想。
毒品五花八门、品种繁
多，有冰毒、鸦片、摇头丸、海
洛因……虽说吸毒者会被送到禁毒
场所，但有的吸毒者依旧死性不改，
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到钱财，去欺骗家
人、邻居，在学校打劫，在夜里盗窃
……
为什么有的人会吸毒呢？有的
是因为轻易相信他人；有的是因为不
惧怕吸毒会上瘾，而大胆去尝试；有
的是因为到了娱乐场所被人逼迫吸
毒；有的是因为心情不舒畅或家里发
生了一些不愉快事件而吸毒……
有多少吸毒者在清醒的时刻十
分后悔，埋怨自己不该吸毒，可是在
被毒品控制的情况下，后悔、埋怨都
不知去了哪。留下的只有一个问题
——如何得到钱？有的人为了得到
钱财，会打劫、做小偷、卖身、欺骗亲
人……吸毒者们杀人放火，在他们的
眼中，钱排在第一位，其余的事物一
律不管。
假如你吸了毒，你的成绩会“飞
流直下三千尺”，从高空降到地底；你
的前途将会是一片漆黑；你的家人会
因你而费尽心思；你的同学就会一个
个离你而去；你的信心、自尊心就像
风一样，一去不复返，消失在你的心
里……不仅如此，你的面貌也会大有
改变，原先精神充沛的你，变成一个
有气无力的小老头。
毒品，就像一个又一个从潘多拉
盒子中释放出来的魔鬼，它还是一个
谋财害命的物品。从现在开始，每个
人对毒品说一声——不。
（石狮市华锦小学 小记者许芯
怡 指导老师 谢美容）

本版编辑：邱育钦 本版摄影：王文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