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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作文秀

珠海新世纪学校
七年级3班 单丽霏

上了初中后，我因为住宿常
常不能在家。我曾想，假如我变
成一台时钟，只是为了多看看奶
奶，挂在墙壁上，笑嘻嘻地转动着
我的分针、时针，滴答滴答，奶奶，
您会认出我吗?

您要是叫道：“孙女，你在哪
里呀？”我会暗暗地在那里绽放笑
脸，仍旧滴滴答答。

我就一直悄悄贴在墙上，为
您滴答滴答地唱着歌，好奇地看
看您在做什么。

当一抹晨曦映在窗前，您
“呀”的一声，赶快起床，刷牙、洗
脸、系上围裙，在厨房里开始刷
锅洗碗、舞刀弄铲。您看了看挂
在墙上的时钟，却不知道那就是
我。“我得快点给孙女做好早餐，
让她吃了去上学……”突然，您
像想起来了什么，拍了一下脑门
小声嘟嚷：“哦，孙女读初中啰，
住校了，不需要吃我做的早餐
了。”我调皮地滴答滴答，窃笑
您的健忘。

当我把时针指向中午12时，
您已经从外面回来了。也许是下
雨了吧，您的白发被雨濡湿了，衣
裳也没有一处是干的，我用滴滴
答答的声音催着您快点去换衣
服。只听到您在屋里絮絮叨叨：

“入秋下雨了，天气陡然转凉，小
孙女在学校不会感冒吧……”我
真想跳下来告诉您，我在家呢，但

我没有这样做。
不知过了多久，雨停了，暮色

笼罩了窗外。楼下又响起了广场
舞的音乐声。

您打电话给我爸爸，要他给
我送衣服去学校。您走进我的卧
室，抱出一叠叠秋衣，坐在挂钟下
的沙发上，一件一件地放进黄色
的手提袋里，压实了。然后，又塞
了两盒牛奶和一个红艳艳的苹果
在袋子里，“孙女啊，你爸给你送
来，你可记得吃掉啊！”您自言自
语道。

在您转身的刹那，我变回了
您时刻牵挂的孙女。

“你什么时候偷偷回来了？
你这女娃子！”

“我一直就在您身边啊，呵
呵，我不告诉您！”

“回来就好！今晚想吃牛筋
面吗?”奶奶一直记得我的喜好。

奶奶老了，掰掰手指一数，原
来她已经64岁了。

唉，我要是能真的变作时钟，
就让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都过
得很长很长，让慈祥的奶奶永远
不老。

点评：本文仿写泰戈尔的《金
色花》，把自己变作“时钟”，以此
为视角，虚实相交，写了奶奶在家
早、中、晚的三个场景，形象具体、
鲜活，表现了奶奶对孙女的疼爱
和牵挂之情；也表现了“我”依恋
奶奶、懂得感恩奶奶和天真可爱
的特点。

（指导老师：朱先进）

时钟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帮助
发生意外伤害的小朋友进行心肺复
苏时，要用力快速胸外按压30次：让
患者仰卧在平实的硬质平面上，头部
与躯干处在同一平面。交叠双手，上

身前倾，双臂伸直，垂直向下，用力并
有节奏地按压30次……”近日，一场
以“平安校园在我心，安全教育我先
行”为主题的儿童意外伤害知识讲座
和技能培训在西藏林芝市米林县中
心小学举行，主讲人是珠海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援藏医生包桂篮、于翠玲和
谭小明。

为培养和增强米林县中小学学
生的安全意识，让他们了解和掌握必

要的安全知识和技能，提高儿童在遭
遇突发事件时自救互救的能力，避免
和减少意外伤害，在广东省第九批援
藏工作队米林县工作组援藏干部、米
林县卫健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进
的组织协调下，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的援藏医生们走进当地校园，开展
了这次培训活动。

培训内容包括常见的儿童意外
伤害的预防和应急处理、心肺复苏术

和出血紧急处置等。
讲解完心肺复苏基本操作要领，进

入实操训练，谭小明现场进行徒手心肺
复苏术操作示范并逐一分步讲解动作
要领，同学们认真观看、模仿并积极上
台进行实操训练，很快便掌握了相关技
术要领。

此次培训，对促进米林县平安校
园建设，保障儿童健康，维护家庭幸
福、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珠海援藏医生到林芝市米林县学校进行预防儿童意外伤害知识讲座

助力平安校园建设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教育
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10月25日上午，香洲区南屏小学
（暂定名）在香洲区北二路举行开
工奠基仪式。据悉，南屏小学教学
规模为48个教学班，建成后可容
纳在校学生 2160 人，力争明年 9
月开学。

据了解，南屏小学位于珠海大
道南侧，环山路东侧，南湾大道西
侧。由香洲区政府出资建设，珠海
正方南屏科技生态城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代为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1.54亿元，占地面积约2.23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约2.34万平方米，建
设内容包括3栋教学楼、1栋综合
楼、1栋行政楼、1个足球场等，教
学规模为48个教学班，建成后可
容纳在校学生2160人。力争在明
年9月开学。

据了解，香洲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近年来，面对
人口基数不断增长、入学压力逐年
增加的形势，香洲区加快全区基础
教育扩容提质步伐，不遗余力推进
公办学校建设，不断增加优质学位
供给。四年来，全区新建了12所公
办中小学校，新增学位近 1.7 万
个。2020 年，全力实施“三大计
划”，即南湾教育振兴计划、民办教
育提升计划、学前教育提升计划，推
动教育实现“全域优质均衡发展”，力
求让每一个孩子就近上学、就近上好
学。

“今天，我们迎来了南屏小学的

开工建设。此外，容国团中学将于下
月开工建设。”开工仪式上，香洲区教
育局局长朱秀湖介绍，未来，这两所
学校的建成开办，必将进一步优化和

完善南屏生态科技城的教育配套，提
升南湾片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香洲区教育局将提前做好谋
划，为学校配备好领导班子，以及一

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教师
队伍，力求将南屏小学建设成一所教
育教学质量一流的现代化学校。”朱
秀湖说。

南屏小学开建！
明年9月开学，建成后可容纳在校学生2160人

新建南屏小学效果图。 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记者 廖明山 吴梓昊

今年9月，市文园中学斗门校区
挂牌招生，成为珠海探索东西部教
育均等化的一大破冰创举，也为斗
门区教育事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此前，通过实施《珠海市斗门区
2016-2020年基础教育设施专项规
划》，斗门区将新建和改扩建学校工
程纳入政府投资计划，建立以城带
乡、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
发展机制。

数据显示，从 2018 年至 2020
年，斗门区共投资近5亿元，完成区
实验二小、珠峰实验学校、齐正小学
等新校建设，完成区实验中学等15

所学校的改扩建工程，完成白藤一
幼、弘雅幼儿园等小区配建幼儿园装
修工程，新增初中学位1900个、小学
学位 7440 个、学前教育学位 540
个。2021年上半年完成博雅中学
（一期）、西湖学校（一期）两所新校建
设，接收小区配建幼儿园项目两个。
这些教育基本建设，全面改善了办学
条件，城乡教育差距逐步缩小。

“斗门区委、区政府已经制定了
《斗门教育振兴三年行动方案（2022-
2024年）》，将实施品牌学校等工程，进
一步缩小与主城区的差距。”斗门区政
协副主席、教育局局长李葵表示。

按照《行动方案》，未来三年，
斗门区将实施“品牌学校”建设工

程，在三年内新建学校12所、改扩
建学校8所、新建幼儿园18所、改
扩建幼儿园1所、回收幼儿园3所。

“我们将推动富山工业园、新青
科技工业园、斗门智能制造产业园配
套公办学校（幼儿园）建设，实现园区
务工人员子女就读比例逐年递增。”
李葵表示，斗门区还将以品牌学校工
程为引领，加快与名校合作办学步
伐，并加快推进中小学集团化办学，
在全区范围内组建集团办学6个，积
极探索实施大学区招生制度改革，到
2024年实现学区化、集团化办学覆
盖50%以上的中小学。

在师资培养方面，斗门区提出将
实施好“黄杨名师”工程，参照斗门

“黄杨英才计划”有关举措，建立“绿
色通道”。

“我们将对引进的名校长给予
充分的政策倾斜，吸引全国高层次
校长人才到斗门工作，并与知名高
校实施‘名师领航，骨干支撑’特色
培训工程，打造培养名校长20名、名
教师（青年骨干教师）200名、名班主
任40名、后备干部100名，发挥名校
长、名教师的引领作用，提升教师队
伍整体素质。”李葵表示。

而在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上，斗
门区将实施“强基提质”工程，助推
薄弱学校教学质量提升，设立专项
资金，以名校代管方式，推动20所薄
弱学校升级。

斗门区将组建六大教育集团

探索实施大学区招生制度改革
□刘孙恒

为何要建立家委会？根据
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建立
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
导意见》，有条件的公办和民办
中小学、幼儿园都应建立家长委
员会。家委会的基本职责是参
与学校管理，参与教育工作，沟
通学校与家庭。其第二条指出，
发挥家长的资源优势，为学生开
展校外活动提供教育资源和志
愿服务。

从中可知，家委会本是作为
家校沟通之桥梁而存在，一方面
方便老师和学校把学生在校的最
新情况告知父母，另一方面是为
了向老师和学校及时反映学生的
合理诉求。毕竟，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并不能完全切割开来，家
校合力、增进互动，才能让孩子更
好地成长。

如今，关于家委会“变味”的
事情不时引起人们广泛热议。譬
如，家委会竞选变成名利场，家委
会在班级群“众筹”给老师买礼
物，家委会集资给学校装指定空
调……类似的事情一经曝光就引

发争议，在于“变味”的家委会非
但不能起到正向价值，反而会异
化家校关系，不利于良性师生关
系构建，给孩子形成不良示范，损
害教育公平。

如何防止家委会“变味”？主
要是明确边界。一些家长积极参
加家委会的工作，目的是让自己
的孩子在老师眼里有更好的印象
分、在学校有更多的优待。问题
的关键是要通过规则的设立，打
消家长这种自私的想法，或者说
让这种想法根本无法实现，让家
委会真正成为家校良性互动的桥
梁。

也就是说，对于家委会的建
立，家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一
定要明确，不能是一团浆糊，家委
会应该要有独立的地位，不能异
化成老师和学校的“助手”。具体
而言，关于家委会的职责、作用、
竞选等都要有详细的规章制度安
排，最好有教育主管部门来引导
和监督，进而让家委会的运行始
终在规则之内、在阳光之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每位
父母都需要明白，教育是一门艺
术，教育方式也没有一定之规，教
育孩子既不能不管不顾，也不能
用力过猛。而教育无处不在，家
长和老师在家委会的表现如何，
又何尝不是对孩子的一种教育
呢？

明确边界，家委会才不会“变味”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张景璐
报道：10月15日至17日，第八届
广东省中小学班主任专业能力大
赛决赛在深圳市举行，来自全省
各地的108位优秀班主任同台竞
技，我市教师获得多个奖项，在比
赛中崭露头角。

记者了解到，这项赛事为全
国首创，是广东省教育厅打造的
品牌项目，自2007年至今已成功
举办八届，是中小学班主任展示
风采、塑造形象的平台。大赛举
办以来，深受广大班主任欢迎和
好评，也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和充分认同。

在比赛中，我市小学组获得
两个单项一等奖，高中组获得一
个单项一等奖，小学、初中、高中
组均获综合二等奖，中职组获省
名班主任工作室建设组一等奖和
业务能力组一等奖，珠海市教育
局获得优秀组织奖。

珠海市香洲区第一小学老师
梁玥斩获书面测试一等奖、情景
答辩一等奖、综合二等奖等3个
奖项。在班队会设计环节中，梁
玥作为小学组第一位选手出场，
她淡定自如、思维清晰、逻辑缜
密，有效地抓住三年级学生的心
理特点，从学生的行为、心理角度
分析孩子出现拖拉现象的原因，
设计了三个层次分明的活动用以
解决问题，凸显了“小活动，大德
育”的指导理念。

在情景答辩环节中，梁玥准
确找到材料中的“病因”，并给出
相应策略。她先疏导学生情绪，
再通过家访的方式和家长进行沟

通，同时，还交给家长一封由孩子
亲笔写的信。这种“两面夹攻”的
方式不仅让家长进行了反思，同
时还缓解了亲子之间的关系，赢
得了专家评委组的肯定和赞赏。

在成长故事叙述环节，梁玥
讲述了一个学生因天生缺陷出现
学习障碍的故事。故事中，她通
过换位思考改变教学方法淡化矛
盾，从而取得了家长的信任，也促
成了学生的改变。这个充满真情
实感的故事，打动了现场的评委
老师。

珠海市梅华中学老师曾培
栖在班会课设计的备赛过程中，
她边发现、边领悟、边收获，明白
要重点培养学生的动情、动脑、
动手、动嘴、动心能力，建设“生
本课堂”。情景答辩环节是对班
主任工作的专业思想、智慧、技能
和教育机智的综合性考查，难度
较大、要求较高。在准备的过程
中，曾培栖逐步思考和适应新时
代班主任工作的新要求、新理念
和新评价。赛场上，她从容应对，
亮出新时代班主任的风采，最终
脱颖而出，斩获综合二等奖。“在
入职的第四年，身为青年教师的
我相继参加了区、市、省的班主任
能力大赛，我的收获不仅是奖状
和线上线下观众的点赞、认可和
鼓励，更多的是在一次次比赛的
历练中将自己践行的教育理念不
断推广。”曾培栖告诉记者，自己
在与众多优秀班主任切磋学习
的过程中，进一步学习如何做一
名“成长型”班主任。所谓成长，
就是一场和自己的比赛。

第八届广东省中小学班主任专业能力大赛举办

我市教师获得多个奖项

□本报记者 廖明山 佘映薇

“迤逦蜿蜒香炉湾，南海龙女喜流连，渔村悬壶济良
方，捞蚌采珠乐无边……”打开音乐软件，11岁的王钰
用甜甜的嗓音歌唱着珠海渔女的故事，留言区网友纷纷
为小作者点赞。王钰是香洲区香华实验学校六年级的
学生，这个自小喜爱音乐的女孩尝试创作诗词、歌曲，用
美妙的韵律传颂珠海人文底蕴和美丽风光。

王钰自小学开始学习钢琴和声乐。在老师的教学
和指引下，王钰初步掌握了声乐知识、古诗词的写作和
韵律规则，并以《中秋》为题创作了第一首诗歌，“自己做
的曲子，听起来格外的悦耳”。从那以后，王钰开始利用
课外时间写词作曲，如今已经写了20多首诗，并为其中
十余首谱曲。

今年年中，王钰用半个月的时间创作了诗歌《珠海
渔女》，她利用课余时间查找珠海渔女的有关资料，完成
作业后依然“钉”在书桌上，字句斟酌，挨个琢磨让自己
满意的、恰当的形容词，最后完成了这首七言律诗。谱
曲并录制后，王钰又将歌曲上传到了音乐平台。“渔女手
擎珍珠，昭示光明，昭示希望，珠海渔女的故事寄托了渔
民对生活的美好愿望，我希望将这美丽传说融进歌中，
让更多人知晓珠海渔女的故事。”王钰说。

除了《珠海渔女》外，王钰还从日月贝、海岛、珠海博
物馆等汲取灵感，创作了《日月贝》《珠海颂》等一系列有
关珠海美景和珠海故事的诗乐。

“音乐让我每天的生活充满了色彩，作为土生土长
的珠海娃，我想把一个个动人的‘珠海故事’记录下来，
谱上曲子传唱。”王钰说，会继续努力，多读多背经典的
古诗文，拓宽视野、储备知识，努力创作更多“珠海味”的
诗乐，讲好珠海故事。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
一幅幅色彩亮丽、花样丰富
的扎染作品呈现在大家面
前，孩子们对自己的作品都
非常满意，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10月 25日下午，
碧涛社区党委、珠海市阳光
时代慈善会党支部在香湾街
道碧涛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开
展“巧手扎染，领略匠心”亲
子手工扎染主题活动，让社

区青少年领略和传承中华民
族传统工艺，丰富辖区青少
年的文化生活。

活动现场，扎染老师从扎
染工艺的原料、使用工具以及
捆绑方法和工艺流程等方面
详细讲解了扎染制作的方法
和技巧。随后是动手操作环
节，孩子们先用皮筋将布料捆
扎好，再将染料慢慢地滴入布
料中，白色布料渐渐地呈现出

多彩的颜色。
“扎染真的好有趣呀！我

要将自己亲手染的方巾作为
礼物送给妈妈。”参加活动的
俊俊同学高兴地说。

此次活动，不仅促进了居
民、亲子之间的互动，营造和
谐共处的社区文化氛围，更让
他们在传承古老技法中享受
手工带来的快乐，感受中国传
统艺术文化的魅力。

香湾街道碧涛社区开展亲子手工扎染主题活动

巧手扎染 领略匠心

小朋友先用皮
筋将布料捆扎好，再
将染料慢慢地滴入
布料中，白色布料渐
渐地呈现出多彩的
颜色。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日月贝》《珠海渔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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