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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关于消除小学大班额的实施方案》出台

今年小学起始年级56人以上班额数全部消除

本报讯 2018年福建省五年制

高职教育招生计划已敲定，其中，石

狮地面上的2所高校将招收五年高

职新生601人。

据悉，今年全省五年高职计

划招生18234人，比去年增加8374

人；其中面向泉州招生3722人，比

去年增加1873人。今年面向泉州

招收五年高职新生的院校共有35

所，其中，石狮地面上的2所高校，

即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招生

324人，招生的有服装设计与工

艺、服装与服饰设计、环境艺术设

计、人物形象设计、广告设计与制

作等5个专业；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招生277人，招生的有轮机工程技

术、艺术设计、社会体育、表演艺

术等4个专业。

今年泉州市五年专录取将按

考生志愿，依据考生中考语、数、英

三科成绩由高分到低分录取。招生

日程为：7月21日，确定师范类五年

制高职面试分数线。7月22日至23

日，考生面试、体检。7月24日至25

日，学校录取考生。非师范类五年

制高职7月30日至31日划定录取

分数线，8月1日至3日进行录取。

根据上级要求，今年我市将严

格按照职普招生大体相当的原则，

加强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含

技工学校）招生工作协调，积极引

导应往届初中毕业生、未升学高中

毕业生、城乡劳动者、退役士兵等

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提高中等职业

教育招生比例。2018年中等职业

学校秋季招生补录时间，原则上截

至2018年11月10日。

（记者 许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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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两所高校
五年专招生60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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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市将采取多项措施，逐

步建立以居住证为主的随迁子女入学

制度，确保在“十三五”全面消除大班

额，其中，2018年小学起始年级56人

以上班额数将全部消除。这是石狮市

教育局日前出台的《石狮市关于消除

小学大班额的实施方案》提出的。

造成大班现象有三方面原因

我市小学阶段现有完全小学63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4所，共1214个教

学班，大班额317个，占比26.11%，中

心城区大班额较为突出，其中小学一

年级大班额53个，占比4.37%。据了

解，造成中心城区大班额现象比较突

出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随着城

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公办学校为

主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政策的

落实，城区居民和流动人口数量迅猛

增长，市区适龄少年儿童和外来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数量不断增加。二是中

心城区旧城改造及新增城区楼盘建设

对学位需求越来越大，城区新建居民

小区配套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建设滞

后，城区原有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和

硬件设施的配置落后于城镇化背景下

和教育事业发展形势，不能满足群众

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三是部分农

村学校规模较小，师资水平和教学设

施等办学条件与中心城区、镇区学校

存在一定差距，加之群众望子女成才

心切，存在盲目从众心理，导致部分农

村学生流入市区。

《方案》提出，我市消除小学大班

额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以居住证为

主的随迁子女入学制度，加大城乡教

育高位均衡的推进力度，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完善招生工作制度，确保在

“十三五”全面消除大班额。阶段目标

为：至2018年，小学起始年级56人以

上班额数全部消除。至2019年，小学

56人以上班额数占比控制在6%以

内。至2020年，小学全面消除56人以

上大班额，办学规模达到国家办学规

定标准。

五大措施解决大班额现象

为有效解决我市义务教育小学阶

段大班额问题，我市将采取五方面措

施。具体为：

加速增扩城区学位。通过易地新

建、改造扩建、创办新校等多种形式加

大中心城区“两镇两办”学位的扩容增

量。一是在宝岛路与学府路的交汇处

创建第七实验小学，办学规模为48个

班/2160人，每年可增加360个学位，

将于2019年秋投入使用。二是推动

凤里、湖滨区域内的实小、大仑、五星

及新湖等四所学校的改造扩建工作。

上述四校的改造扩建工程计划投入

2.2亿，项目建设完工后将新增38个

教学班，总学位增加1710个，每年级

将增加285个学位。目前，该项工作

正在加快推进中。三是计划将鹏山附

小、宝盖后垵小学改建成九年一贯制

学校（小学部36个教学班），在灵秀镇

港塘新建一所36个班级的学校，以减

轻镇区招生压力。

合理划定招生片区。通过对各社

区（村居）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人口摸

底，深入大、中型企业进行外来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调查入学需求情况，关注

流动人口的变迁态势，做好当年度的

生员预测，科学、合理制定小学起始年

级的招生计划。按照“就近入学、统筹

安排”的招生原则，科学划分招生片

区，明确各学校的招生服务区域。同

时注意做好中心城区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的入学统筹安排。

加大阳光招生力度。进一步规范

学校招生工作，教育主管部门将对学

校招生行为全程监控，严格按照服务

片区开展招生工作，做好生源调配工

作，合理分流凤里、湖滨、宝盖、灵秀区

域部分外来人员子女到周边镇区入

学，禁止大规模班级随意接收插班

生。若已大班额的班级遵循“只出不

进”原则，逐渐消除大班额的现象。

2018年起严格执行一年级招生工作

要求，确保每班学生不超过55人。

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坚持城乡并

重和软硬件并重，通过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实施学校委托管理、组建学校

联盟、均衡配置师资、利用信息化共享

优质教育资源，加大对薄弱学校和乡

村教育的扶持力度，全面改善农村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提升

薄弱学校和乡村教育质量，缩小城乡

教育差距，稳定乡村生源，合理分流学

生，营造良好的城乡教育生态环境，为

农村学生在家门口提供优质教育资

源。

严格控制学籍异动。教育主管部

门将进一步加强县域内生员流动的过

程监控，严格学籍异动的审核与审

批。以全国学籍管理系统为依托，规

范入学招生、学生转学工作，按照“人

籍一致，籍随人走”原则，加强学籍系

统操作管理，严防“人走籍留，空挂学

籍”情况出现。建立班额监控制度，严

把转学关，严格转学条件和程序，杜绝

随意接收插班生转学、人为增大学校

班额的现象。

消除大班额工作纳入绩效督查

根据《方案》，我市将建立消除大

班额工作目标责任制和督查考核制，

强化责任意识，明确工作目标，确保完

成目标任务。各学校要结合治理消除

大班额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完善政务

校务公开制度、信访举报反馈制度、典

型问题督办制度、大班额问题通报制

度，不断提升治理工作规范化、制度

化、科学化水平。

同时，落实绩效督查，将消除大班

额目标落实情况纳入学校年度目标考

核、素质教育督导评估、教学常规检

查、学校管理标准化建设等工作范畴；

建立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工作台

账，及时跟踪工作目标及其完成情况，

对未能按时完成工作任务的单位（学

校）及相关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加

强宣传引导，加大治理义务教育择校、

大班额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围绕“适

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理念，持续

开展“身边的好学校”等宣传活动，引

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不盲目

择校，努力营造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择

校问题的良好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黄种锐）

形象逼真的3D大象前脚已经迈出相

框，伸出象鼻摇了摇，似乎在向过往行人

打招呼；在蔚蓝的天空下，天真可爱的美

少女在专心地作画；青山脚下的水田里，

英俊少年正和母亲在辛勤地插秧……这

几天，如果你穿梭在石光中学学生宿舍楼

间，你就会发现，从进入宿舍转角的外墙

面上，出现了一幅幅两人高的大型涂鸦。

这些涂鸦色彩饱满，惟妙惟肖，主角和场

景都是动漫大师宫崎骏笔下的作品，它们

在同学们的妙笔下，仿佛在墙上“活”了过

来，为校园增添了不少生机。

据介绍，这次校园墙绘活动是由福建

省中学美术骨干教师、泉州市美术家协会

会员、石光中学美术高级教师丁剑华老师

发起的。“学校很多建筑都是白墙，如果每

天面对的是乏味的空间和冷漠的白墙，学

生就少了很多被艺术熏陶的机会。把这

些白墙利用起来，让学生创作墙绘作品，

不仅能为艺术生们提供展示的舞台，而且

能为学校营造艺术氛围，让学生时刻在艺

术氛围中流连忘返。”丁剑华老师表示。

抱着这样的初心，高考过后，丁剑华老师

就带领高中毕业班的8位艺术生，共同进

行了此次墙绘创作。

左手托着颜料盘，右手拿着画笔，小

心翼翼地在墙上勾勒着，高妍妍和同学

们在细节之处一点也不敢大意。高一点

的地方，她们还得爬到放在一旁的椅子

或梯子上去，这对小女生来说，是个不小

的挑战。身旁的地上，还放着颜料桶、十

多瓶五颜六色的颜料。在8位艺术生的

精心创作下，一幅幅卡通画栩栩如生地

出现在了墙上，把宿舍楼道装扮成为童

话世界。“我们选取的作品大多是宫崎骏

的卡通画，这些作品喜闻乐见，多以少年

儿童为主角，显得比较纯真、朝气蓬勃、

积极向上，贴近我们这个年龄学生的生

活，能传播正能量。”高妍妍介绍道。

当然，对于8位艺术生来说，第一次

在墙壁上绘画，比想象中的要难，毕竟墙

绘与平时在桌上作画不同，图案与技巧

不容易掌握。不过，经过慢慢摸索，8位

艺术生也找到了一些门道。“画墙绘是比

较辛苦的，每一笔都要用心，而且没有好

的体力可不行。”许少恒同学笑着说，墙

绘用的颜料很容易干，落笔后几分钟就

干了，因此，每次作画的时候，几乎都是

连续作战，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而

且有时候，墙面比较高，就要在梯子上爬

上爬下的，也是个体力活。“长时间的创

作，会觉得腰酸腿痛，脖子像要折断了一

样，但看到墙壁上绘出的美丽图案，心里

非常满足。”小许表示，能在毕业季里，通

过墙绘这种形式为母校做点事情非常开

心，希望能以此鼓舞激励有志于走艺术

道路的学弟学妹们坚持下去。

经过一周的辛勤劳作，石光中学男

生、女生公寓楼门面以及男生公寓百米长

廊上，一幅幅彩墨飘香、韵味浓厚的艺术

墙绘呈现在石光师生的眼前，更成为同学

们最爱的自拍背景。“我们学校已把墙绘

作为一项课题来研究，将来会加强探索实

践，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内涵，打造独具

特色的校园文化。”丁剑华老师表示。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王文立）

2018年石狮日报
小记者团研学
夏令营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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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福建省第二批保教

改革建设幼儿园评审有了结果，

全省共评出省级保教改革建设幼

儿园181所，其中，我市有5所幼

儿园榜上有名。据悉，被列入保

教改革建设幼儿园，每所都要开

展一项实验。

此次评审是在幼儿园自评申

报、县级审核推荐、泉州市级综合

评审推荐的基础上，省委教育厅

委托省普通教育教学教研室，按

规定程序组织专家组对各地推荐

上报的保教改革建设幼儿园进行

评审的。我市入选的5所幼儿园

分别为：石狮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石狮市第三实验幼儿园、泉州幼

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石狮校

区、石狮市宝盖镇中心幼儿园、石

狮市湖滨中心幼儿园。据悉，截

至目前，我市有13所幼儿园被列

入省保教改革建设幼儿园。

（记者 许小雄）

福建省第二批保教改革
建设幼儿园评审有结果
石狮5所上榜

石狮市第四实验小学
打造“守望园”
种植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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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联动
提高学生禁毒意识

���详见T4

她是一名很自律的学生，看上去安静乖

巧。这是记者初见今年石狮高考文科第一

名、石光中学高三一班学生蔡榕榕的第一印

象。蔡榕榕的高考成绩为634分。

蔡榕榕自我总结：学习时认真

安静，放松时尽情玩耍，没有什

么特别爱好，就喜欢听听歌、

打打排球，偶尔画画，看点

有趣的综艺节目放松一

下。“这次高考算是超常

发挥，出来的成绩也很

满意。”蔡榕榕说，当看

到成绩的那一刻，她欢

呼雀跃，出乎意料。当她

把成绩告诉妈妈时，妈妈

高兴得“手舞足蹈”。

记者了解到，蔡榕榕虽

说平常成绩名列前茅，但也从

未考过第一名。她说，高中分科以

来，一路磕磕绊绊，成功与失败交织，有如

意也有不如意，唯有调整心态，正面失败，调

整学习策略，方能扬帆远航。每当遇到困难

时，她常用林清玄所言的“人生不如意之事十

有八九，常想一二，不思八九，万事如意”来

安慰和鼓励自己。离高考最近的几次摸底考

试，蔡榕榕发挥不佳。“好在及时调整状态，加

上好朋友的安慰鼓励，高考时并没有太大压

力。”她建议在高考期间要学会“考完一科忘

一科”，心态调整很重要。

对于即将步入高考的学弟学妹，蔡榕榕也

给予了诸多可行的建议。她说，首先一定要不

懂就问，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与老师进行面对

面的交流，对不懂的知识点也会有更深的理解

及更好的记忆；其次要培养学习兴趣，要克

服厌学情绪，越深入学习就会越喜

欢学科，也只有深入了解才能体

会到学科的魅力；再者，要充

分利用课堂时间，她认为课

堂是最高效的学习时间，

跟着老师的思路融入自

己的理解是最高效的学

习方式，向课堂要效率会

事半功倍；最后，她强调

了笔记的重要性，她认为

笔记是给自己看的，适合

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自己整

理笔记也更能加深印象，一定

要按自己的逻辑方式来整理笔

记。至于作息方面，蔡榕榕说，按时

睡觉按时起床，能不熬夜的坚决不熬夜，确

保第二天元气满满进入学习状态。

对于填报志愿，蔡榕榕倾向于学习金融经

济相关的专业，一来是自己兴趣爱好使然，二来

她也考虑到今后的就业方向可能更为宽广。至

于所选的大学，她更倾向于到外省大学就读。

“倘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么最大的

功劳应当归咎于我心无旁骛地学习，没有太

多的杂念。”采访的最后，蔡榕榕如是说。

（记者 杨德华 小记者 许钰霏 钟佳鑫

柯榕阳 郭艺昕 许诗仪）

初见郑鹏达，斯文而有些腼腆，他说自己

不善谈，但在安排小记者的提问时间内，他都

耐心地回答。这个有点腼腆的小伙子以语数

外、理综分别112分、147分、145分、258

分，总分662分的好成绩拿下石狮

理科第一名。

“高考结束后我心里就

有底了。”对考出这样的

成绩，郑鹏达这样说道，

“数学、外语都是我的强

项，我都很有把握，估

分的时候还以为数学

能得满分，应该是最后

一道大题被扣分了。”

对于数学没能取得满

分，他还是有些遗憾。

“学习时要是觉得枯燥怎

么办？”“换个头脑，不要想着

硬着头皮把题做下去，那样效

率更低。”……面对小记者的提问，

郑鹏达都一一给予回答。

郑鹏达笑称自己应该是有点宅的学生，

平时少有运动，虽然高中生活较为枯燥，而且

周边诱惑不少，但他不为所动。作为理科生，

郑鹏达有着极为理性的思路。“当我觉得疲倦

的时候，就会想到，是想现在的一时安逸，还

是将来的长久安逸呢，想完也就能静下心来

学习了。”他说，周边同学都比较自律，少有

玩手机游戏，“同学都在学习，你都不好意思

玩游戏。”他这样说道。

学习上，他说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套

方法。这可以从高一就开始摸索，看自己到

底是适合刷题模式还是集合错题模式，“题是

永远做不完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

套方法。”郑鹏达表示，高中三年，

第一年需要打好基础，多做题，

多摸索，方向错了还有机会

纠正，只有找准属于自己

的学习方法，才有可能高

效学习，为高三的冲刺做

准备。“其实我的英语高

一的时候成绩不是很理

想，就是多读多写，摸索

出语感，找准自己的方

法，一下就打开了，也成

了我成绩稳定的定神

针。”就是有步骤有目的性

地规划自己的高中学习计划，

让郑鹏达在学习上能够游刃有

余，把握住机会，并在最后的高考一

锤定音，成为理科第一名。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

片往前飞……”正如《蜗牛》所唱的那样，郑鹏

达的成绩不是一下子就蹿上去的，而是靠着

一点一滴的积累，打好基本功，学好算法，让

他能够有一天打开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现在

郑鹏达正准备填写高考志愿，“打算报考浙大

的数字传媒技术专业，希望自己能够如愿以

偿吧。”（记者 邱育钦 小记者 何雅诗 陈伟

宏 刘君羽 蔡泽宇 陈铭泽）

掌握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
访石狮市高考理科第一名、石狮一中郑鹏达

毕业季，以墙绘的名义致敬母校

最大的秘笈是心无旁骛
访石狮市高考文科第一名、石光中学蔡榕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