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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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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6月20日，石狮市第

四实验小学开展“笑迎花季 快乐

成长”为主题的女生青春期心理健

康讲座，由学校郭丽媚老师作主

讲，五年级全体女生听取了讲座。

青春期女生随着生理、心理的

变化，步入朝气蓬勃又有些躁动不

安的花季，她们的心中充满希望和

梦想、烦恼和困惑，如何提高女生

对青春期知识的了解，消除成长中

的困惑，增强其防范和自我保护的

意识，帮助女生树立“自尊、自立、

自强”的理念，是学校教育的一个

课题。郭老师采用绘本《小威的故

事》开始了讲座，让学生们懂得“每

一个生命都是神奇又特别的”。接

着，郭老师分享了小娜作为女孩的

几个困惑，由此展开讲述了女孩的

身体构造，到月经初潮情况和经期

注意事项，最后到女孩子应该如何

保护自己。这些话题平时老师和

家长是很少谈及的，而让孩子们多

了解自己的身体变化和相应的心

理发展规律对孩子的成长是十分

有益的。精彩的演讲，让女生们既

学到了生理健康知识和自我防范

知识，又提高了自我保护意识。

（记者 许小雄）

第四实验小学

举行青春期心理健康讲座

本报讯 6月26日，灵秀镇古

洋小学开展校园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中，老师结合未成年人的

犯罪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毒品

的种类特征、危害，以及预防毒品的

重要性。通过形象生动的课件，增

强了学生的法制观念，丰富了学生

的禁毒知识，并要求做到远离毒品，

远离歌舞厅、游戏厅等不利于青少

年健康成长的娱乐场所。

随后，还组织学生观看了禁毒

宣传手册，并看到了接近真实的毒

品样板，了解到更多有关毒品的知

识。

最后，全体学生宣誓：从我做

起，抵制毒品，做到不吸食毒品，不

从事毒品违法犯罪活动。通过活

动不仅提高了全体师生识毒、防

毒、拒毒的能力，而且增强了学生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自我保护意

识。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许侨亚）

古洋小学

禁毒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 近日，锦尚镇琼山中

心小学开展“阅读小博士”的评选

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书香校园

建设，营造书香校园文化氛围，鼓

励学生以书为友，养成良好的读

书习惯，找到“我爱读书”的成就

感。

据介绍，“阅读小博士”评选以

班级推荐为主，每班3人，初审通过

后参加学校的面试。面试内容包括

现场分享自己的读书经历以及现场

答题。评选活动一开始，同学一个

个迫不及待地走上台来，讲起了自

己读书的故事：或徜佯书林，废寝忘

食；或遨游书海，通宵达旦；时而随

书中人物或喜或悲，时而奋笔疾书

摘录好词佳句。有的还不忘借此机

会推荐起了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

……

现场答题时小选手们显得异常

紧张，每个选手随机抽取题目，在规

定的时间内作答，这个环节重在考

查选手们平时课外阅读的积累，只

有平时广泛阅读、增长知识，才能硕

果累累啊。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该校产

生20名“阅读小博士”。该校负责

人介绍：“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这

些‘阅读小博士’影响和带动身边的

同学多读书、爱读书、读好书，在阅

读中快乐成长。”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邱阿娥）

琼山中心小学

评选“阅读小博士”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新湖中心

小学获悉，该校充分发挥玉湖社区

丰富的人文资源和地域资源，在校

本课的开发中秉承“生活即教育”的

教育理念，创新开发了地方特色课

程《走进玉湖果蔬市场》。同时，根

据学生需求、教师特点、社会资源等

因素的调查情况，把“玉湖果蔬批发

市场”资源归为常见的四类：《蔬菜

类》《水果类》《鱼类》《副食类》。其

中《豆豆的世界》这一大主题就是从

中提取的课题之一。围绕《豆豆的

世界》这一主题，不同年段的学生根

据年龄特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

题活动。

一年级教学中，校本课程老师把

从果蔬市场收集到的各种类型的豆

豆展示到讲台上，对学生课前的认识

情况进行一次检测和延伸，并指导孩

子把刚认识的豆豆做成一幅幅可爱

的图画。在达到美术欣赏的同时，还

编制了豆豆童谣，在一年级学生中传

唱。二年级教学中，校本课程老师指

导学生采用水培和土培的方法种植

豆豆，并且用文字和照片记录和观察

豆豆的成长，让学生感受植物的生

长。三年级的教学中，校本课程老师

课前先让学生通过上网查询、采访、

调查等一系列活动搜集豆豆的资料，

接着引导学生删繁就简，简略概括，

留下重点知识，以PPT、手抄报等形

式汇报。四年级的教学中，豆豆

升级为“豆豆大餐”

主题活动，这一灵感来源于“四果

汤”，在实践课上，一小块吹弹可破的

豆腐脑，加上一小撮煮熟红豆，淋上

一层冰酸奶，真是夏日消暑必备。

五年级的教学中，豆豆延伸为花样

豆腐香，采用豆豆为原材料，展开厨

艺大比拼，制作了“油炸豆腐串”“西

红柿炒豆腐”“五腐相聚”“麻辣豆

腐”等美食，由学生评委从作品的色、

香、味、造型多方面进行比较，评选出

最佳创意奖、最佳美味奖等奖项。在

六年级的教学中，则以“多彩豆浆”为

主题，旨在让学生对豆浆饮食文化有

更深层次的了解，鼓励学生走出课堂，

走进五谷店，采访店主了解各种豆的

营养价值以及适宜的人群，由此拓展

到五谷：麦子、大豆、玉米、薯类

做成的养生配方。

从一颗豆豆到校本课程，该校以

校本课程为载体，引导学生通过全过

程的学习，获得全新的生活体验，倡

导从生活情境中发现问题，转化为活

动主题，鼓励学生自主选择小组合

作，培养学生调查、观察、访谈、查找

资料、实验、制作等方面的能力，培养

孩子的社会实践能力。

据悉，目前该校把校本课程《走进

玉湖果蔬市场》作为校本研讨的重点

之一，倡导全体教师参与实践和研究，

将继续研究、学习、探索，逐步地完善

高效地开展校本课程实践活动，将其

办成本校的特色课程。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张梅利）

石光中学

学生妙笔绘画 井盖变“景盖”

本报讯 叮当猫、瓶装可口可

乐、学校校标、京剧脸谱……原本

黑漆漆、冷冰冰的普通井盖，经过

学生的巧妙构思和细心描绘，变

成了一幅幅井盖艺术品，十分地

亮眼，成为校园里美丽的风景。

这是发生在石狮市石光中学的

事。

据悉，此次“井盖”绘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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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参与创作的学生，都是参加

今年高考的高三毕业班的艺术

生，他们利用考后的这段时间，匠

心独运，自然发挥，根据井盖艺术

的特征，在校园井盖上自由创作，

绘制出一道道色彩斑斓的图案，

极为好看，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这些充满童趣的创意图案，不仅

为单调的道路添上缤纷的色彩，

为校园增添了一抹新意，而且给

师生们带来了审美享受。

（记者 许小雄/文 颜华杰/图）

本报讯 日前，桃源小学开展

了二、四、六年级“数学知识应用”

竞赛活动，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

钻研数学知识的兴趣，提高学生

的数学知识应用能力和数学素

养。

在竞赛当中，学生们认真思

考，沉着答卷，整个竞赛在紧张而

又和谐的气氛中结束。竞赛结束

后，教师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

行阅卷，依据成绩分年级评出一、

二、三等奖，并对获奖学生进行了

表彰，为此次竞赛画上了完美的

句号。

据介绍，该次竞赛活动对学

生的数学基础知识以及应用等能

力进行了综合考查，构建了良好

的数学学习氛围，同时也丰富了

校园文化的内涵，让学生在竞赛

中体验到了数学学习的乐趣。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李东杨）

桃源小学
举行数学知识竞赛

本报讯 6月24日下午，市第

三实验幼儿园举行了一场水果拼

盘技能展示活动，旨在促进幼儿

园食堂工作人员的基本技能，提

高实际操作能力，营造“比、学、

赶、帮、超”的工作氛围。

活动中，幼儿园准备了各种

各样的水果，食堂工作人员根据

需要选取材料进行拼盘创作，切

水果，剥果肉，刻果皮，摆造型

……，从选料、构思、色彩搭配、艺

术造型、刀功及娴熟的操作技能，

展示出了平凡工作中的不凡之

处。紧接着，还运用聪明才智将

色彩鲜艳的水果组成了一幅幅美

丽的图画，一盘盘形态各异、缤纷

多彩的作品从构思到造型设计均

独具匠心，令人眼前一亮。

据介绍，该技能比赛由生活

老师担任评委，从卫生、创意、整

体造型、色彩搭配等各方面进行

点赞，评选出了一等奖2名、二等

奖3名以示鼓励。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苏诗媚）

第三实验幼儿园
厨艺技能大比拼

本报讯 日前，石狮市实验小

学开展“垃圾分类齐动手 文明

新风进校园”主题活动，在师生中

普及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主题活动中，科普了垃圾处

理的现状，指出在我们的生活中，

每天都会产生许多垃圾，在一些

垃圾管理较好的地区，大部分垃

圾会得到卫生填埋、焚烧、堆肥等

无害化处理，而更多地方的垃圾

则常常被简易堆放或填埋，导致

臭气蔓延，并且污染土壤和地下

水体。同时，强调垃圾分类的常

识，将废弃物分流处理，利用现有

生产制造能力，回收利用回收品，

包括物质利用和能量利用，填埋

处置暂时无法利用的无用垃圾。

通过科普，让师生们明白了垃圾

分类的用意及好处。

接着，又借助一个个道具，生

动直观地让师生们知道垃圾应如

何进行分类。最后，还进行互动，

让学生们拿着印有各种垃圾的卡

片，分别投入“其他垃圾、易腐垃

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箱里。

该校负责人介绍，希望通过

本次活动，能让学校师生们在生

活中注意做到垃圾分类，让垃圾

分类走进千家万户，让垃圾分类

处理成为生活习惯和自觉行动。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李乙彪）

市实验小学
科普垃圾分类知识

本报讯 日前，由中华灯谜图书
馆、全国灯谜信息社联合举行的谜刊

谜书评选活动中，石狮市蚶江中学自

主编印的《蚶中谜苑》（第2期）被评为

2018年全国十佳谜刊，这是继2016

年学校《蚶中谜苑》创刊号荣获全国

十佳谜刊后，再次获此荣誉。

据悉，蚶江中学的灯谜特色课

程教学成绩非凡，学校曾九次荣获

“石狮市校园灯谜艺术节”团体冠

军；代表石狮参加新加坡国际学生

灯谜观摩赛荣获团体三连冠；参加

“平望杯”第四届中华灯谜邀请赛荣

获团体银奖等等。2011年6月中华

灯谜学术委员会授予蚶江中学为

“中华灯谜教学示范校”，2013年8

月泉州市教育局授予蚶江中学毓英

谜社“泉州市中小学百佳学生社团”

荣誉称号。《蚶中谜苑》较好地将专

业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具有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形式多样

以及寓教于乐、雅俗共赏等特点。

全书牢牢突出蚶中灯谜的特色，具

有可读性和趣味性。该刊出版后，

得到了各地谜家及港、澳、台、新加

坡等地谜家们的佳评和赞赏。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吴桂枝）

本报讯 近日，港塘小学举行

了消防安全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消防安全知

识，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

自护能力。

随着警报的响起，所有教师

迅速到达指定岗位，指导学生按

既定的疏散路线疏散。各班学

生在老师们的指挥下，弯着腰，

猫着步，捂住口鼻，快速、有序地

前进，撤离到学校操场的指定位

置。整个演练活动耗时3分12

秒。随后，各班清点人数，并层

层上报。

该校少先队总辅导员周苏镅

老师对演练活动进行总结时，指

出大部分师生态度认真，演练时

守秩序，但是极个别高年级的学

生需要更认真对待。该次消防安

全疏散演练活动通过实战模拟，

让师生真正掌握了遇到突发事故

时自护自救的基本要领，达到了

预定目的。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邱玲玲）

本报讯 6月25日下午，泉州

幼师附幼石狮校区邀请祥芝镇水

上安全宣讲组紫湖小学郭林贤老

师，泉州师范附小石狮校区许雨

顺、侯宏焕老师及该园蔡珊婷老

师为全体家长开展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水上安全知识宣讲活动。

据悉，暑假将至，天气炎热，

传播正确的、科学的水上安全理

念，提高家长的水上安全意识和

自防自救能力，切实预防孩子溺

水事故的发生，十分必要。活动

中，郭林贤老师通过精美的PPT动

画课件，分别从“水上安全知识学

习的重要性？”“孩子学

习游泳”“力量越大，

责任越大”三方面

向家长们讲解了正

确水上安全知识

理念，并结合近年

来触目惊心的幼儿

溺水事故案例，分

析了水上安全溺水事

故的危害性，引起了全

体家长们的重视，使大家牢

记幼儿防溺水安全知识“七不两

会”及安全三大原则：一是应有家

长陪同；二是应戴安全浮具；三是

应在视线范围。随后，郭

林贤老师和许雨顺、侯

宏焕老师还模拟溺水

救援情境，向家长正

确示范了遇到溺水

事故时的正确应急

自护、自救方法，精

彩的讲座让家长们深

有感触，受益匪浅。

该次活动的有效开

展，不仅提高了家长们的水上

安全事故防范意识，而且增强了对

自己孩子安全教育和监护意识。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蔡珊婷）

港塘小学

举行消防模拟演练

泉州幼师附幼石狮校区

开展水上安全知识讲座

校 园 安 全

本报讯 6月19日，石狮市永宁

中学举行2018—2019年度课题研

讨会，邀请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教育发展研究室主任、正高级编审

冯云参加研讨活动。

据悉，此举旨在促进教师扎实

有效地开展课题研究，提炼课题研

究成果，进一步提升学校教师科研

能力，深化课程改革课题实验研究

工作。活动中，冯云就如何开展课

题研究、规范撰写课题研究报告和

成果公报等方面作专题授课。她

从研究问题、研究目的、研究意义、

核心概念、研究背景、研究程序、研

究设计、研究方法、研究发现或结

论、研究建议等方面进行指导。本

次指导会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方式，学校教师们就课题开展过

程中遇到需解决的问题及如何规

范开展课题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激

烈且富有成效的讨论和交流，各课

题组分别提出了许多预设的问题，

研讨气氛热烈。冯云主任则一一

详细解答并手把手帮助，还就学校

开展的省级课题《核心素养背景下

的高中英语文本解读策略研究》作

专项指导。

（记者 许小雄）

永宁中学开展课题研讨会

本报讯 6月17日，福建省级课

题“高中语文批判性阅读教学策略

研究”课题组成员，石狮市高中语文

施清杯名师工作室与高中语文刘泳

美名师工作室成员，到石狮市第三

中学送教送研，与石狮市第三中学

的高中语文教研组教师举行读写研

讨交流。

石狮市高中语文刘泳美名师

工作室领衔人、石狮市华侨中学高

级教师刘泳美老师执教《分析思维

如何纵深推进》一课。刘老师引领

学生从名言赏析入手，以《为善与

行仁》为范本研读，学习如何抓住

作文题目中的思考点、分析矛盾

点，形成切入点，作文构思如何在

感知层、认识层、认知层、寻根层多

层次纵深推进，在行为事象里发现

矛盾找到论题，分析人情事理背后

的动机缘由，紧抓事理动机隐含的

价值观念，深探社会土壤与文化心

理。

“高中语文批判性阅读教学策

略研究”课题组成员、石狮市高中语

文施清杯名师工作室成员苏燕凌老

师执教《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一

课。苏老师引导学生细读文本，分

析文章纵深论证脉络，纠正感性理

解误区，建立批判思维，从论点和论

证过程方面，审视完善自身对于“父

母与孩子之间的爱”的理性认识。

省级课题“高中语文批判性阅

读教学策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石

狮市高中语文施清杯名师工作室领

衔人施清杯老师开设了《高中语文

批判性阅读训练路径》的讲座。

施清杯老师认为阅读是语文学

习的根本和核心，应试教育下的功

利性阅读不能应对新的高考形势的

要求。阅读教学不是为了让学生去

接受现成的定论，可以借助批判性

阅读将学生表面的思考引导到深层

的、潜在的文本奥秘之中。他认为，

语文学习实践中，理性质疑在促进

阅读实现从“理解的读”进入“批判

的读”层次能发挥重要作用。他还

结合高中名篇的批判性阅读教学案

例分析引导学生由表层质疑、里层

质疑进入深层质疑，逐步掌握理性

质疑的一些实践做法。

最后，举行了高中语文施清杯

名师工作室与石狮三中2018级高

中语文备课组结对教研启动仪式，

并向石狮三中高中语文教研组赠送

了福建省教育教研教学成果奖获奖

成果、施清杯专著《逻辑思维和高中

议论文写作十六讲》。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苏燕凌）

开展送教送研活动

蚶江中学灯谜校刊再获全国十佳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