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市香洲区凤凰山风景区周边地区A102e02管理单元
（梅华北邻里中心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批前公告

珠海供电局有一宗用地位于梅华西路北侧，红山路东侧（城建档案馆东侧），用地面积9719.10平方
米，用地功能办公用地，容积率2.86，目前尚未开发建设。近期，该用地单位向我局申请启动相关建设工
作。根据规划，该用地规划功能为梅华北邻里中心，为解决历史规划诉求，有效落实和完善邻里中心规划
功能，拟将邻里中心与原规划许可项目合并建设，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由于拟调整规划指标与控制性详细规划不符，根据《珠海市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管理办法》要求，为增
加城乡规划的透明度，充分征求公众及利害关系人意见，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进行批前公告，内
容详见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信息网的业务公示栏和该项目用地现场，公示时间为30日（2018年9
月13日至2018年10月13日）。若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
划建设局反馈相关意见。

有效反馈意见方式：可通过电子邮件或书面意见方式将相关意见反馈，也可提出书面听证申请。电
子邮件请发送至zhzgjyongdi@163.com，书面意见送（或邮寄）至珠海市行政服务中心三楼市住房和城
乡规划建设局服务窗口；信息反馈时需注明联系人、联系方式，以便进行意见回复。联系电话：0756-
2661187，2538311。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8年9月12日

王岩：
我分局于2017年3月30日作出的《缴交地价款通知书》已经生效，你应于签收《缴交地价款通知书》

之日起60天内到我分局财务科办理你名下位于金湾区安基东路81号银兴山庄第E4-1号340平方米
别墅用地的地价款659448.65元的缴付手续，逾期按日加收违约金额1‰的违约金。

经财政部门核实，你已于2018年 6月 26日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缴纳上述用地地价款本金
944605.55元，尚欠因逾期缴纳地价款本金659448.65元所产生的违约金213661.36元（逾期日期从
2017年8月7日起至2018年6月26日，共324天，按日加收违约金额1‰的违约金）。

请你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30天内到我分局办理缴交上述用地因逾期缴纳地价款所产生的违约金
213661.36元，完善上述用地土地出让收入入库手续。逾期我分局将通过法律途径依法追缴。

专此致函。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金湾分局

2018年9月14日
（联系人：苏志权；联系电话：7262020）

关于限期缴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违约金）的函
珠国土金函〔2018〕549号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我市定于2018年9月

18日10时00分至10时15分试鸣防空警报。届时，全市所有防空警报器和珠海广播电视台两套电视

节目（一频道、二频道）以及三套电台节目（95.1兆赫 、87.5兆赫、91.5兆赫）将同步通过图像、声音发出

防空警报信号。请市民了解防空警报信号鸣响规定，注意听辨，听（看）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照

常工作和活动。现将本次防空警报信号试鸣具体规定公告如下：

一、10时00分至10时03分试鸣“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3分钟。

二、10时06分至10时09分试鸣“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3分钟。

三、10时12分至10时15分试鸣“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

珠海市人民政府

2018年8月16日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
试鸣防空警报的公告 珠府〔2018〕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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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风采：李彩芳，女，华南
师范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语
文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
广东省基础教育系统名教师、珠
海市首届基础教育系统名教师、
广东省中小学名教师工作室主持
人、珠海市首批中小学名教师工
作室主持人、广东省中小学新一
轮“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第二批
教育家培养对象，2016年作为广
东省唯一代表进入国家教育部全
国优秀小学校长第九期二年制高
级研究班接受国培计划培训。曾
受广东省教育厅委派在台湾地区
和芬兰交流讲学。现任珠海市红
旗镇三板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推荐人：易秀芳，珠海
市实验中学语文教师，“珠
海市实验中学首届首席教
师”，从教12年，在教学中重
视唤醒学生对中国古典诗
词、经典文言名篇的热爱，
传递中国古典文学之美。

《苏东坡传》：

人生成长的范本
“我在教育教学岗位上工作

了28年，一直坚守在金湾区三灶
镇、红旗镇的农村小学，一直坚守
在教书育人第一线的三尺讲台
上。”珠海市红旗镇三板小学校长
李彩芳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她情注育人，作为一位校长，她率
先垂范，一直在向着师德的表率、
育人的模范、教学的专家的方向
勇毅笃行。

师德的表率：独到治校办
学理念，带来卓著教学业绩

深厚的教育理论基础、精深
的专业知识，使李彩芳形成了先
进的教学思想、独到的教学风格
和精湛的教学艺术，教学业绩卓
著。在实施素质教育中，发挥了
示范和引领作用。在学校管理
中，秉持“教师的学校+学生的学
校+家长的学校”的治校理念，运
用“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就是陪
伴”的办学理念，学校近年来课堂
教学井然有序，教育科研硕果累
累，教师发展专业水准，学校管理
协调并进。她欣慰地说：“近几年
办学效益及声誉还不错，大家都
说学校是‘全国最优秀的农村小
学’。”

28年的农村小学坚守，她一
直在向着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
范、教学的专家的方向勇毅笃
行。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2日
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

“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
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作
为一名校长，我时刻牢记自己的
责任和义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她说。

“我经历了近30年来珠海

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
能深切地感受到这里教育事业
的发展与当地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存在的差距。”李彩芳说，多年
来，她始终以坚持不懈的恒心，
助力该区的教育。

教学的专家：语文学习以
读为本，课堂教学风趣幽默

作为一名在三尺讲台耕耘
多年的语文教师，说起自己的教
学风格，李彩芳就打开了话匣
子，“我的教学风格属于风趣幽
默型，这是学生最喜欢的类型，
让他们在教学中感受到快乐，才
能提高课堂效率。”她说，她也会
尽力关注课堂上的每一位学生，
让学习优秀的学生充当自己的
助手，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共
同进步。同时，她也引导学生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通过读书
笔记提升写作能力，“他们的作
文我都帮他们留着，毕业的时候
汇集成册给他们作纪念，去年学
生高考完相约回母校看望老师，
还对此念念不忘，觉得正是小学
阶段的语文学习奠定了他们的
基础，有的学生到了大学还把作
文集摆在床头”。

“我的教学理念首先就是
‘以读为本’。”她说，读是学生走
进文本的最好最快的方法，在教
学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渗透阅读
指导的方法，“除了课本，我还会
引导学生多读一些课外读本，以
及多看新闻、地理、晚会、纪录
片、科学和历史纪录片等电视节
目。”

她举例说，《七律·长征》这
篇课文篇幅较小，但是讲课前，
她会准备很多与之相关的作
品，比如作者同一时期的其他
作品，并在课堂上带领同学一
起朗读和学习这些内容。有一
次上公开课，她把毛笔带进课
堂，直接在黑板上书写了整篇

课文，引得学生赞叹有加，不仅
如此，她也曾试过用课前一首
慷慨激昂的红色歌曲，充分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将学生迅速
引入课文所呈现的长征的环境
中。“我把视频、音乐、历史故事
等素材通通引入我的课堂，帮
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而不仅
是为了教学而教学。”

育人的模范：生活就是
教育，教育就是陪伴

在28年的从教过程中，李彩
芳担任过14年的班主任，她的管
理理念就是要把别人家的孩子当
成自己的孩子，认真陪伴他们成
长，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就是陪
伴，“培养学生不仅要传授他们知
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才是育
人的最终目标，而不仅是一个学
科的发展”。在她的日常教学中，
也总是将关注点放在学生闪光的
一面，当看到谁今天着装整齐，或
者红领巾系得很漂亮，精气神很
足，又或者是谁的书桌摆放整齐，
她都会在其他同学面前对他大加
赞扬。

她始终认为教育不仅要教
会孩子们知识，更要帮助孩子们

“系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教会
孩子们如何面对问题，解决问
题，练就不怕困难的性格，练就
吃苦耐劳的习惯，练就百折不挠
的意志；培养孩子们坚毅的品
格，迎难而上，接受挑战的优秀
品质，使孩子们收获到迎接挑
战，战胜困难带来的成就感和满
足感。

“教育就像养花一样，一边
养一边看，一边静待花开。我的
办学理念是‘如家’思想，就是希
望学生能够把学校当成自己的
家，老师能够把学生当成自己的
孩子，学生、老师、家长三者亲如
一家，组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她说。

李彩芳：坚守教书育人第一线，帮助孩子系好人生第一颗扣子

“如家”思想 静待花开

推荐书籍：《苏东坡传》
推荐理由：推荐这本传记首

先在于这本传记的作者：林语堂先
生是一代国学大师，曾经两次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将孔孟
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
坡、曹雪芹等人文学作品英译推
介到海外，学贯中西，为什么要为
东坡先生作传，林先生在《原序》
中写到：“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
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
食粮”，“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
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可见
其将东坡先生当成跨越时空的知
己，文中没有空洞的赞美之词，而
是出于发乎内心的喜爱：“我们只
能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认
为我完全知道，因为我了解他，我
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我读
过他的七百首诗，还有他的八百
通私人书简”，我被林先生打动，
林先生就如同讲述知己的一生，
绘声绘色，涉笔成趣，当我们翻开

第一页，就开始了与作者、与东坡
先生的交友之旅，这种阅读感受，
妙不可言。

推荐这本传记还在于其语
言：传记原文是用英文书写，由
张振玉翻译，词汇之丰富广博、
语言之简练典雅，可用来反复诵
读，作为高中书面语言写作的学
习范本，如对东坡先生的评价：

“他的一生载歌载舞，深得其乐，
忧患来临，一笑了之”、“他感受
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
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
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
于自谋，但却有民胞物与的精
神”，读这本传记，你会愿意驻足
于精炼典雅的语言，咀嚼再三，
会有读一遍不过瘾再读一遍的
阅读感受。并且在传记中有诸
多东坡先生名作引用，对于积累
古典诗词是最好的学习情境。

本报记者 高松
见习记者 王晓君 整理

本报讯 记者高松 熊伟健 通
讯员匡杰 刘畅报道：9月13日上
午，2018年珠海市少先队“开学第
一课”主题队日活动在香洲区杨匏
安纪念学校举行，全市150名少先
队员代表同上“开学第一课”。

本次活动由市关工委指导，团
市委、市少工委、香洲区关工委、香
洲区团委、香洲区少工委共同主
办，以“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红色基
因代代相传”为主题，分为讲革命
故事、演纪念话剧、觅烈士足迹三
个部分，旨在纪念建党97周年和
红军长征胜利82周年，进一步强
化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引导少先队员传承长征精神，始终

听党的话, 跟党走，坚定“童心向
党”的决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课上，老战士张洪声爷爷在
接受少先队员的致敬和献花
后，为大家讲述了他的革命故
事，勉励少先队员们传承杨匏
安精神，争当新时代好队员。
随后，师生同台演出话剧《雕刻
记忆》，通过一幕幕场景，将杨
匏安高尚的品德、清白的家风
和临危不乱的崇高气节演绎得
淋漓尽致。活动最后，少先队
员们参观了杨匏安纪念馆，一
件件实物、一段段文字、一幅幅
照片，让少先队员们感悟到了
那段不寻常的革命岁月。

少先队员们纷纷表示，今
后一定要努力学习，传承、发扬
杨爷爷的革命精神，争做一名
拥有梦想、亲近自然、学会生
活、热爱探究、善于合作、勇于
创造的新时代好队员。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
民族的希望，通过‘开学第一课’
这一主题教育形式，引领少先队
员们一起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
向先进典型学习，铭记习近平总
书记嘱托，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
基因，努力成长为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
可靠接班人。”团市委学校和少
年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老战士与少先队员同上“开学第一课”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