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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光中学举行高一年选科策略及职业生涯规划专题讲座

助力新高考 专家进校园
本报讯 2018级高一年学生将全

面迎来福建省第一届新高考改革，面

对一系列新问题，石光中学特邀中国

心理卫生协会会员、教育部国培计划

特聘授课专家、国家中级生涯规划

师、高考志愿规划师董艳菊老师，在

淑润大礼堂为高一年全体学生和家

长做新高考选科及职业生涯规划的

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副校长王若

兰主持。

在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的双重推

动下，学生拥有对学科更多的自主选

择权利，但同时也让许多学

生有了选择上的困难。董艳菊老师根

据自己多年来为学生做职业生涯规划

的经验，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例子让

学生和家长对新高考有了更进一步的

认识，并通过现场互动的方式对学生

对高考选科及未来专业抉择的困惑问

题作出了专业的答复。

讲座中，董燕菊老师提出三个“6

选3”的决策模型：第一个模型为“四

项决策因素”，即要综合考虑学科成

绩、生涯目标、支持资源、招考要求等

慎重选择；第二个为“自我、学科、专

业、职业立交桥”，即综合个体特征、中

学学科、大学专业及未来职业，明确自

己的选择方向；第三个为“兴趣、多元

智能整合分析”，即根据兴趣与能力高

低对职业生涯做出选择。这三个模式

简单易操作，为同学们在今后的选科

及职业生涯规划方面提供了帮助。

最后，王若兰总结发言，勉励同学

们在追寻梦想的时候，还得要培养自

己自控的能力，脚踏实地才能够实现

梦想。

据悉，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对其在

高中阶段的理想目标树立，学习态度

培养，学习方法优化，课外时间安排等

有重要的影响。该次讲座对学生在新

高考模式下的选科与生涯规划起到了

辅助作用，增强了教师的职业生涯规

划指导能力，给处于迷茫阶段的学生

和家长指明了方向。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谭雅菲 傅燕瑜）

本报讯 近日，锦亭小学为期一

个月的第二届校园科技节圆满落

幕。在科技节中，该校相继组织开

展了科幻画比赛、研学实践、科技体

验、力学试验、科技小竞赛等活动。

在主题为“未来的科技”的科幻

画比赛中，来自各个年级的科幻画表

达出学生们对科学发展的展望与畅

想；在科技实践中，学生来到石狮“茂

险王”乐园，展开一场有趣的研学旅

行，体验到了多媒体互动儿童职业体

验、侏罗纪4D影院、飞越海峡等一系

列极具特色的项目；在力学试验中，

科学老师们还以“力学”为主题，组织

各班学生开展了有趣的力学实验活

动课，使孩子们感受到了“力”的神

奇，以及“力与生活”的奇妙联系。

此外，在科技小竞赛中，在低年

级的“同心协力”比赛中，以每班两

个团队形式参加比赛，同心协力将

一个个纸杯套在一起；在中年级的

“吸球旅行”比赛中，学生们用装满

水的空瓶子倒吸乒乓球进行“接力

旅行”，旅行中还要通过障碍物；在

高年级的“迷你打气筒”比赛中，学

生们利用矿泉水瓶、剪刀等工具，动

手制作了“迷你打气筒”，吹起了一

个个五颜六色的气球。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本届活动

的指导单位——石狮市科学技术协

会，为学校的学生们带来了奇妙的

“流动科技馆”。孩子们在班主任和

科学老师的带领下，逐一体验了龙

卷风、齿轮传动、机翼升力、电影原

理、窥视无穷、摩擦与无极变速等

38个项目，尽情享受科技带来的快

乐。同时，市科学技术协会还给孩

子们带来了2018年编印的科普丛

书，期勉孩子们通过阅读活动，进一

步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更好地树

立“学科学、用科学”的意识。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陈晓瑜）

本报讯 为进一步激发学习热情

和鼓舞士气，培养团队合作与坚毅的

心理品质，确保学生以最佳状态迎接

高考，4月29日下午，石狮一中高三年

级全体学生举行“志存高远、砥砺前

行”为主题的考前团体心理辅导活

动。

该次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由施清杯

副书记主持，石狮市总工会心理健康

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长明带

领，校政教处、高三年段长、全体班主

任及学生成长指导中心配合完成。

活动在“异掌同声”的热身游戏中拉

开了序幕，继之以“超越自我”“龙卷

风”“动力圈”三部分专业而又不失趣

味性的团体心理素质拓展活动，使高

三年的同学们受益匪浅。活动结束

后，各班学生代表畅谈感想，分享心

得。

据介绍，该次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帮助本校高中毕业班的同学们在紧张

的学习生活中得到放松，加强了团队

精神，增强了友谊；既提升了学生的应

挫能力和耐力，又挖掘了学生的潜力，

有利于在接下来的复习备战中，进一

步挖掘自身潜能，从而更好地备战高

考。 （记者 杨德华）

石狮一中

为高三学子开展考前心理辅导

本报讯 4月30日，子英

村、洋厝村、塔石村、西偏村、

前埔村五个村关工委一同走

进银江华侨学校，特邀石狮市

关工委宣教员蔡宗营老师为

学生们开展了一场以“学习中

华魂 做好新时代好少年”为

主题的教育知识讲座。

据悉，蔡宗营老师从历代

英烈讲起，带孩子们回顾了历

史，告诉孩子们要铭记历史，

以史为鉴。围绕主题，从“新

时代新思想传承发展中华

魂”“学习中华魂的五个关键

词”“奋征新时代，接力再创新

辉煌”等三方面，给参加活动

的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

国教育课程。

（记者 李荣鑫）

银江华侨学校
开展爱国主题讲座

本报讯 4月12日起，石狮

市福民中心小学第九届读书

节系列活动之“传承经典文

化 书写精彩人生”汉字听写

比赛分年级在各活动场所进

行。

举办此次比赛旨在丰富

学校的校园文化生活，增进学

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培养学生

对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在全

校学生中倡导爱汉字、爱汉

语、爱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比

赛以现场听写的方式，由主持

人播报汉字词语和字词释义，

参赛选手在规定的时间内写

出规范的汉字词语。比赛内

容除小学语文教材外，一些课

外阅读书籍中的易用错、易写

错的汉字及一些汉字常识也

列入了听写范畴。比赛中，各

参赛选手认真听题，沉着思

考，冷静作答，规范书写，展现

了福民中心小学学子良好的

语文素养和汉字书写功底。

随着比赛的深入，题目的难度

不断加大，现场气氛越来越紧

张，同学们的热情也越来越高

涨。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各

年级分别产生了一二三等奖

若干名。 （记者 许小雄）

福民中心小学
举行汉字听写比赛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教

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举办了

全校性的跳绳活动，进一步促

进“阳光一小时”体育活动的

开展，丰富同学们的大课间活

动，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预

防疾病的能力。

为了提高跳绳活动的全员

参与，赛前各班班主任进行内

部比赛，学员认真参与班级的

海选，最后选出各班的精英参

与到本次比赛，本次比赛分两

个组别（跳绳单人赛/团体赛）。

在检录员和全体体育老

师的组织下比赛有序进行，首

先开展的是低中高的单人比

赛，接着是团体跳绳赛，运动

员积极参与比赛，在比赛过程

中都跳出了新高度，场下的观

众更是鼓励声荡起。同时为

了提高志愿者的业务水平，赛

前体育老师进行了严格的赛

前培训，志愿者从简单的数数

开始，然后到跳绳数数技巧和

相关细节要求，经过体育教师

精心的培训，比赛过程中志愿

者始终秉持公平、公正、公开

的精神。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邱仁泽 张鑫鑫）

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举行跳绳比赛

本报讯 4月28日下午，石狮市

蚶江中学潮声文学社成立大会举

行，学校领导、全体语文组指导教师

和文学社全体社员出席大会。大会

还邀请了石狮市教师进修学校蔡宗

程、蚶江镇团委书记邱泽群、市作家

协会主席高晶炯、市绿洲读书社社

长蔡友谋、市图书馆副馆长杨孙超、

绿洲图书馆馆长蔡姝颖、蚶江中学

校友张振耀及兄弟学校文学社代表

等莅临指导。

据介绍，潮声文学社的成立是

蚶江中学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立足于学校语文学习、

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文学社团，成

立的宗旨就是为了提高同学们的文

学素养，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营

造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展现学校

师生的良好精神风貌。文学社采用

“潮声”命名，非常符合蚶江中学地

处泉州湾的实际，让人在仿佛间听

到浪潮奔涌起伏的节拍，感受到生

命的澎湃激昂，预示着学校、学生、

文学社就像这一轮轮的海潮一般，

充满激情活力，滚滚向前。

会上，还特意邀请福建省作协

会员、石狮市作协理事李岩生老师进

行“阅读与写作”专题讲座，全体指导

老师及社员认真听取，进一步汇聚正

能量，提高写作水平与质量。社员们

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创

作出更多、更好的弘扬社会正能量的

作品，为学校文化发展贡献力量！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吴桂枝）

蚶江中学

成立潮声文学社

本报讯 2019年福建省高等职

业教育入学考试录取结果日前正式

公布，石狮鹏山工贸学校今年共有

55人被省内各高职院校录取，圆了

大学梦。

据介绍，帮助毕业生圆大学梦

一直是石狮鹏山工贸学校的一大奋

斗目标，学校积极打通毕业生升学

通道，下大力气组织学生备考高职

单招考试，每年都要为有志于进入

高职院校深造的学生开设高考辅导

班，配强老师进行为期半年的精心

辅导。每年学校都有几十人参加高

职入学考试，而且录取率都在80%

以上。据统计，截至目前，学校已有

700多名学生通过高职招考先后考

入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大、

华侨大学、集美大学等院校。今年，

该校又有55人被高职院校录取。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李少猛）

鹏山工贸学校

55名中职生圆大学梦

本报讯 4月23日上午，石狮

市琼山中心小学爱心基金会首次

爱心慰问金发放仪式举行，共对5

位困难师生每人发放500元的慰问

金。

据悉，为让学生感受爱、传递

爱，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友爱

精神发扬光大，今年3月5日，琼山

中心小学创立了“爱心基金”，目的

是想通过互帮互助的形式，让受助

者感受琼山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基

金的来源主要为每年全校师生自愿

捐助的资金、无人认领的拾遗钱财

和家委会、社会中富有爱心的人士

的自愿捐助。资助对象为本校伤病

学生，本校家庭经济困难或家庭突

遇不幸急需帮助的学生，用于开展

慰问敬老院、福利院等公益实践活

动，资助符合本基金宗旨的其他有

关慈善活动等。基金成立后，学校领

导得知林福林等5名师生发生意外的

消息后，第一时间送上了关切与慰

问，与家长、教师积极联系，了解详细

情况后马上与家委会主任进行了详

细地讨论、协商，确定向林福林等5

人送上一份爱心，并于是日举行慰

问仪式，向慰问对象每人发放500元

的慰问金。 （记者 许小雄）

琼山中心小学

爱心基金开展慰问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发挥泉州幼

师附幼石狮校区的示范辐射作用，

提升寿宁县机关幼儿园教育教学质

量和管理水平，促进两个园所优势

互补、共同提高，4月26日上午，泉

州幼师附幼石狮校区和寿宁县机关

幼儿园举行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两个园所经过认

真的讨论和磋商，确定了结对帮扶

内容和形式。今后，寿宁县机关幼

儿园将定期派送骨干教师和行政管

理人员到泉州幼师附幼石狮校区，

跟班学习行政管理、德育工作和校

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同时，

要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共享优秀管

理成果、教研成果。

签约仪式结束后，寿宁县机关

幼儿园有关负责人还参观了泉州幼

师附幼石狮校区，观摩了中班的音

乐活动和各班的区域游戏。据介

绍，通过共建活动的开展，将进一步

提高两个园所的管理水平和教育教

学质量，形成“互相学习、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携手共进”的新格局，实

现两个园所的发展与共赢。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吴淑贤）

泉州幼师附幼石狮校区和寿宁县机关幼儿园签约

结对帮扶 共促发展

锦亭小学

校园刮起科技“风暴”

新湖中心小学：
校园运动会激烈上演

五星小学：校园体育节活动圆满落幕

本报讯 近日，从吉林传来好消息，石狮实中附小三年级乒乓球小队员薜舒睛代表山东鲁

能乒乓球学校乒乓球队参加全国“开拓杯”少年乒乓球团体赛，荣获九岁组团体冠军。

比赛中，薛舒睛不畏强手，勇敢拼搏，终于夺冠，为鲁能乒校争了光，为母校石狮实中附

小争了光。据了解，薛舒睛同学自去年拿到省运会乒乓球双打亚军后，被保送到鲁能乒

乓球学校。继去年喜获全国新星杯少年丁组团体冠军后，这次又获“开拓杯”少年丁

组团体冠军，真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黄连照）

本报讯 4月30日，新湖

中心小学在石狮市体育馆举

行“校运惠生，健康新小”春季

校园运动会。

据悉，该次校运会，在老

师们的精心准备下，在家长

志愿者们积极的服务中，在

孩子们的开心参与中顺利举

行。全体师生在全新的赛

场，有了全新的体验，更有了

别样的收获，赛出水平，赛出

风格。

新湖中心小学学生团结

协作、努力拼搏、不断进取、

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给全校

师生及家长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章琦）

我市乒乓小将获全国比赛冠军

本报讯 4月30日上午，随着接力
赛在激烈的呐喊声中结束后，历经两

天的五星小学第24届田径运动会暨

第七届校园体育节圆满落下帷幕。

据了解，五星小学共有24个

班，1307多名学生参加了此次的

校运会。活动包括了短跑、长

跑、接力赛、跳高、跳远等20多

个运动项目。其中还有螃蟹背

西瓜、袋鼠跳绕杆接力赛等多

项趣味运动项目。通过每年

的校运会，不仅增强了学生的

体质，还增进了同学之间的

友谊、同学与老师的感情。

（记者 王秀婷 李荣

鑫 文/图 通讯员 邱美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