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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以“践行十项准则、争做

‘四有’好老师”为主题的石狮市师德

师风建设年日前正式启动。

据悉，石狮市师德师风建设活动

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和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落

实师德师风作为教师评价第一标准要

求，围绕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突出

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通过组

织系列活动，引导广大教师主动追求

师德“高线”、严守职业“底线”、严禁行

为“红线”，广大教师政治理论素养明

显提升，践行高尚师德的积极性主动

性明显加强，学术不端、师德失范现象

大辐度减少，自觉成为先进思想文化

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

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师德治理体系更

加健全，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进一

步浓厚。

活动内容主要有五项，具体为：

开展新时代主题思想学习活动。

各学校要组织学习贯彻中央和我省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文件精神，学习《新时代高校教师职

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中小学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和《关于高校教

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中

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2018年修订）》《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

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以下统称处理办

法）等文件。同时，充分发挥学校党组

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党员干部要率先

垂范，带头领学，党员教师要示范带

动，做好表率。

开展“进社区进家庭”家访活

动。广泛组织开展“百名校长千名班

主任万名教师进社区进家庭”活动，

深化学校和社区共建机制，深化家校

沟通机制，帮助家长掌握孩子教育成

长规律，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和成长观，形成家校教育合力。班主

任和科任教师分工负责，力争每学年

每个学生家庭走访全覆盖，对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学习困难学生、留守儿

童等特殊群体要优先安排走访，并适

当增加走访次数，帮助他们共同成长

进步。

开展形式多样的师德主题活动。

组织新教师宣誓活动，坚定教师职业

信念和职业操守。推行师德承诺制

度，各学校与教师签订《师德承诺书》，

通过公开栏、校园网、微信公众号等形

式向学生、家长及社会公开发布师德

承诺，接受社会监督。开展师德主题

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工会作用，开展

“践行十项准则、争做‘四有’好老师”

主题活动，展现广大教师热爱教育事

业、潜心立德树人的高尚品德和情

操。评选“师德之星”，通过发掘身边

典型、讲好师德故事。

开展师德榜样宣讲表彰活动。

利用庆祝第35个教师节等重要节

日，通过公布教育世家代表、泉州市

“最美教师”和石狮“师德之星”事迹

报告、表扬优秀教师、组织第35个教

师节庆祝表彰大会、走访慰问等方

式，弘扬师德正能量，营造尊师重教

的浓厚氛围。

完善师德治理体系建设活动。市

教育局根据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

准则和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制定出台《石狮市教育局关于建立中

小学（幼儿园）师风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的若干措施》。通过大数据平台，对全

市各学校教师师德进行网上评议，评

议情况和测评结果作为教师聘任、奖

励、评职、晋职的重要依据。加大查处

力度，及时处理学生、家长投诉举报存

在师德问题的教师。建立健全学校、

教师、家长、学生、社会“五位一体”的

师德监督网络，构建全方位的师德监

督体系。 （记者 许小雄）

“生活即教育”, 新湖中
心小学挖掘地域资源——
从一颗“豆豆”
到校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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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年活动

本报讯 我市各学校校园欺

凌专项治理工作做得怎样？校园

是否存在欺凌现象？日前，石狮

市教育督导室组织开展市中小学

校园欺凌专项督导。

本次专项督导由18名督学分

成6个小组深入到全市17所中学

和17所小学开展督查，通过听取

学校领导关于落实校园欺凌防治

的专题汇报，巡视校园，查看人防、

物防、技防等情况，查阅相关材料，

访谈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开展师

生问卷调查等形式，对各个学校的

校园欺凌防治教育情况、规章制度

完善情况、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和处

理情况、重点对象管控和问题台账

建立情况等进行全面督查指导，对

预防校园欺凌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提出了整改意见。

从整体督查情况来看，各受

督查学校都成立了预防校园欺凌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较为完善的

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理制度、措

施，确保专项治理工作的顺利开

展。各校采用国旗下讲话、主题

班（队）会、家长会、调查问卷、微

信公众号、家长群等多种形式开

展以校园欺凌治理为主题的宣传

教育活动；大部分学校都邀请法

制副校长到校给学生上法制课；

许多学校充分利用心理咨询室学

生进行个案心理辅导和团体辅

导，尤其对有暴力倾向的学生及

受欺凌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有

的学校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组织学

生到法院旁听有关青少年违法犯

罪的开庭案件审理。一系列教育

活动，不仅促进了学生身心健康

成长，而且形成家庭、社会、学校

相结合的教育网络，从而有效地

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不良现象。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蔡福固）

校园是否存在
欺凌现象

市教育督导室开展专项督导

本报讯 日前，今年我市经评审认定
的80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正式公布，这

些享有市财政补助等优惠政策的民办幼

儿园，将极大地便利周边的幼儿入学。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具有办园

资质、面向大众、行为规范，保育教育质

量优良，受政府委托或资助提供学前教

育，执行同类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或执

行政府指导价的民办幼儿园。近期，在

各幼儿园自评和中心校评估的基础上，

市教育部门组织学前教育评估组对全

市153所幼儿园进行抽查复检，经过逐

级等级评定、年检等结果进行综合评

审，最终认定符合我市今年享受市财政

补助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名单，共80

所。其中，一级的1所，为市私立鹏翔

幼稚培育中心；二级的7所，分别为：新

苗第二幼儿园、新苗第三幼儿园、神州

幼儿园、神州第二幼儿园、金蓓贝幼儿

园、大地幼儿园、永宁行实幼儿园。

今年，我市把幼儿园学位购买及普

惠性幼儿园补助项目列入为民办实事

项目，用于普惠性幼儿园建设、购买民

办幼儿园学位等，进一步扩大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面，便利该类幼儿园周边的幼

儿入学。对于办园资质完备、保教质量

优良，班生均规模30人以下，且愿意实

行政府限价收费的优质普惠性幼儿园，

我市将按实有班级数进行分级财政补

助。普惠性幼儿园享受市政府财政补

助后，将实行政府限价收费。

（记者 许小雄）

今年我市认定80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在今年的高考中，石狮一中

的杨佳霖发挥出色，理科总分

681分，排在全省第37名，目

前已被清华大学预录取。这

个乐观、开朗、阳光的男孩

子，其实经历了从小学到高

中成绩的“逆袭”之路。

多年前，杨佳霖的父母

在石狮经营一家大的服装企

业，“平时我爸妈很忙，学习上

的事基本自己规划”，这是杨佳

霖对父母最深刻的印象，小学时佳

霖妈妈“因为他不做作业被叫到学校好多

次”，不愿意做作业是杨佳霖的一大“特点”。

上初中以后，杨佳霖进入石狮一中就读，“我

觉得这所学校里大家都很厉害，下决心要努

力追上同学，不能被甩下太多。”抱着这种信

念，杨佳霖开始规划学习，时常思考自身不

足，不断调整学习状态，有目标地扬长避短，

“初三下学期以后，他的成绩在年段上就比较

稳定，基本保持前十名。”

“很强的自主性，不需要我们操心。”这是

杨佳霖妈妈最大的感受。进入高中后，杨佳霖

很强的规划性，不断调整学习状态的习惯，逐

渐让他脱颖而出，高中三年的成绩一直名列前

茅。他的好习惯在班主任黄水明这

里得到印证：佳霖同学给我最大的

感受就是这孩子很有规划，执行

能力也是特别强，他平时很善于

思考，取得如此的好成绩，与他

平时的刻苦、虚心，坚韧的意志

和善于向别人请教的良好品质

是分不开的。

对于自己成绩上不断进步

的“秘诀”，杨佳霖毫不吝啬。第

一，在学校学习生活中，要紧跟老师

的节奏走。但高三会面临比较大的问

题，就是你时间不够用，没有时间去读自己的

东西，如果你想追求更好的分数，就是要有大

幅度的进步，可能几十分的进步，就一定要想

办法抽出自己的时间读某个东西，要很有目

标，很有目的性。第二，随时调整学习状态。

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杨佳霖会在紧张的

学习时间中，抽出时间来思考前阶段的学习情

况，发现不足，并写成计划，坚决执行。第三，

找到自信。在学习上，自信很重要，因为不断

发现不足，及时补上，杨佳霖的成绩取得不断

进步，这给他很大自信，在学习中，有进步就是

自信的源泉，会给学习带来良性循环。

（记者 高荣芳/文 郭雅霞/图）

理科学霸的“逆袭”之路
访石狮市高考理科第一名杨佳霖

倡导垃圾分类
守护绿色校园

首批“石狮市教师进修学校教
育教学实践研训基地学校”出炉

2所学校获殊荣
本报讯 日前，我市正式确认

市华侨中学、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

小学为首批“石狮市教师进修学校

教育教学实践研训基地学校”。

据悉，此举旨在适应素质教育

和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总要求，进一

步服务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发

展，深化培训模式改革，把我市教

师进修学校建设成为教科研训一

体化的教师专业发展新型机构，为

推进我市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成为基地校后，市教

师进修学校将在课程资源开发、师

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

建立教师专业发展联盟，开展深度

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 （记者 许小雄）

我市开展新一轮石狮市实施
素质教育工作先进校督导评估

4所学校获确认
本报讯 日前，石狮市人民政

府教育督导室正式发文，确认市第

四实验小学、市第五实验小学、实

验中学附属小学、市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小学等4所学校为“石狮市实

施素质教育工作先进校”。

石狮市级先进校实行三年一

轮评估制度，先进校荣誉期限为三

年，期满前重新申报认定。今年

来，我市启动新一轮石狮市实施素

质教育工作先进校督导评估。在

学校自评申报的基础上，市素质教

育督导评估组于6月4日至5日对

石狮市第四实验小学等4所学校进

行现场评估验收。经评估，各申报

学校综合得分均达到“优秀”等级，

并获得最终确认。（记者 许小雄）

本报讯 近段时间，石狮市教育

局组织开展“垃圾分类齐动手、文明新

风进校园”主题巡讲活动，委托泉州益

趣科技有限公司宣讲人员陆续到市第

三实验小学、市第四实验小学等各学

校宣讲。同时，我市石光中学等学校开

始推广普及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在宣讲活动中，宣讲人员从“什么

是生活垃圾分类”“做好垃圾分类的好

处”“生活垃圾分类种类及标识”“垃圾

分类处理的体系”“中国垃圾分类国家高

度重视”这五个方面，向学生们进行有关

垃圾分类的知识宣讲，孩子们听完后都

受益匪浅。宣讲人员还与孩子们进行现

场互动，让富有创意设计的四个垃圾桶闪

亮登场：蓝色是“可回收垃圾桶”，绿色是

“易腐垃圾桶”，红色是“有害垃圾桶”，橙黄

色是“其他垃圾桶”，让孩子们将自己手中

分到的垃圾进行分类，通过互动为孩子们

带来了一堂生动有效的生活环保常识课。

图为宣讲人员在市第三实验小学宣讲时的
情景 （记者 许小雄）

总分647分，位列全省文史类

排名第45名，语文119分，数学

133分，外语140分，文综255

分……这是石狮市高考文科

第一名、石狮一中学生吴湘

潆交出的高考成绩单。

撇去学霸的身份不说，

她还是曲艺社社长、魔方玩

家、厨房达人。显然，吴湘潆

是一名典型的“要学就学得踏

实，要玩就玩得痛快”的学生。

在吴湘潆的小书房里，仿木质的

墙纸装饰突显复古感，简单的书架搭配一张

书桌，满满的文艺范中透露着一种简约。或

许，这也正是她本人的审美表现。旁人则打

趣说：“从‘小木屋’走出学霸。”书桌对面的墙

上，贴着一张照片和一行文字，十分醒目。照

片是复旦大学的正大门照，这是吴湘潆从小

到大梦想的神圣学府，贴在墙上，以此来鞭策

和鼓励自己。文字是：“心有明珠，山河明

媚。”摘自林清玄的《情深，万象皆深》，它的前

一句是“布履一双，山河踏遍。”

计划列表、重点目录、错题集锦、考题标注、

颜色区分……吴湘潆的复习笔记一目了然，清

晰可见。值得一提的是，她的政治科目笔记还

一度为班上同学所“热捧”。据说，该

本笔记押中了高考文综试卷里的

两道题，她曾一度再三叮嘱周边

同学“这两道题目很重要”。吴

湘潆还分享了她的“高考

经”，语文学习要注重作文素

材的日常积累，生活与学习中

处处是素材，甚至家人饭桌上

的谈话，都能够“为我所用”，只

有日积月累才能从量变引起质

变；数学学习要着重抓住基础题，

确保基础题不失分，细心做题加上积累

自己的易错点；英语学习要强化巩固考纲单

词，掌握高考所必需的词汇量后进行适当刷题，

让自己拥有英语的“题感”；文科综合的学习，要

勤学勤问，并梳理出属于自己的知识网络，二轮

开始后最好每周定时练习高质量的文综套卷。

“总的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吃透往年的高考真

题，反复做，并做好提炼总结。”吴湘潆说。

目前，吴湘潆填报的是浙江大学竺可桢

学院，专业方向为人文社科类。“放弃从小到

大最梦想的那座神圣学府的确有些不甘心，

但是现在做的决定是为了未来，而不是过

去。”这是她在社交软件上的一段话。

（记者 杨德华 郭雅霞）

文艺青年的“高考经”
访石狮市高考文科第一名吴湘潆

蚶江中学灯谜校刊
再获全国十佳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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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日报小记者团
习作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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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祥文教论坛第十二讲
解读《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郑文伟：践行“以德为
先、以人为本、知行合
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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