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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眼中的她>>>

□本报记者 张景璐

每天早晨，启雅幼儿园门口都会
出现这样一幕：远远看见孩子们朝园
区走来，黄燕云便双手置于前胸，微微
弯腰向他们鞠躬，并亲切地说道，“小
朋友们，早上好！”“黄老师，早上好！”
孩子们也会一一笑着回应。响亮的问
候声接连而来，唤醒了寂静的幼儿园，
也开启了黄燕云与孩子们相处的一
天。

日复一日的“入园仪式”、用心
准备孩子们的饮食起居、贴心关怀
每个孩子……启雅幼儿园保育员黄
燕云用二十年如一日的行动，诠释
对孩子们的仁爱之心。“孩子是天生
的模仿家，也是最天真无邪的，你给
他问候，他回你问候；你给他拥抱，
他回你拥抱。种下莲花，留得清香，
种下爱和善良，便会收获温暖和尊
重。”黄燕云说。

小小的细节 带给孩子们浓浓
的爱

从迈进幼儿园大门开始，黄燕云
就默默地为孩子准备一天的饮食起
居。黄燕云认为自己不算是雷厉风
行、速战速决的人，她说：“慢工出细
活，对孩子不能着急。”孩子的一个小
吊饰掉了，她会满后草坪去帮孩子们
找；遇到总是啼哭的孩子，她会耐心
地说：“哭吧哭吧，抱抱，再哄哄，谁
不是哭着来到世界的呢？”遇到孩子
把颜料弄到地板，她也是微微一笑，
说道：“孩子哪有不做错的。”在她眼
里，似乎没有火急火燎的事，她总可
以不紧不慢地把每一个工作都做到
极致。

黄燕云曾遇到过一个患有阿斯伯
格症的小朋友柯柯。从柯柯小班起，
黄燕云就给了他特殊的陪伴和照顾。
柯柯自控能力弱，喜欢动手去弄其他
小朋友，黄燕云会用自己的肢体挡住
他，保护他，也保护了其他孩子；柯柯
中午不睡觉，黄燕云坐在身边，给他摸
背推背做抚助，改善他的好动和睡

眠。平时，有柯柯在的地方，就有黄燕
云的身影，她像一个守护神，默默地陪
伴着柯柯。在许多人不理解的目光
里，黄燕云赢得了柯柯这个特殊孩子
的爱。毕业活动上，柯柯把最喜欢的
棒棒糖给黄燕云，说了最让人难忘的
话：“黄老师是妈妈！”短短一句话，感
动了在场所有人。黄燕云用三年的时
间和精力，爱着特殊的、更需要爱的孩
子。

黄燕云的细心活儿，都在不容
易看见的地方。去年，大一班峰峰
刚从其他幼儿园转过来，对环境和
老师都不熟悉，情绪不稳定。有天
早晨，峰峰又哭了，黄燕云悄悄问他
原因，原来他是不习惯用筷子吃饭，
吃得慢，怕同学笑话他。按照原则，
大班幼儿用筷子进餐是锻炼他们的
自主进餐能力，老师们会统一调
配。黄燕云思考半晌，认为孩子在
幼儿园开心是更重要的。于是，她
拿出勺子，告诉峰峰：“没关系，你可
以暂时先用勺子吃饭，开心就好，我

们后面再学。”峰峰转忧为喜。没过
几天，当老师们再去看这个小男孩
时，他笑得格外灿烂。

小小的细节，带给孩子浓浓的
爱。黄燕云认为，幼儿园的保育工作，
不在乎能力多大、学历多高，而在于是
否真的爱孩子，把孩子放在心上。事
无巨细，只要是孩子的事，都是大事。

幼教眼中的“全能达人”

在黄燕云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
璞玉，只要精心雕琢，就是一块美玉。
面对哭哭啼啼的孩子，一把鼻涕一把
泪就往她身上靠，眼看就要沾到她的
肩膀上，旁人轻轻拉起她的衣服小声
提示，她却不在意地说：“哎，脏就脏
嘛，洗洗就行，抱抱孩子，给他足够的
安全感！”

谈及黄燕云，幼儿园的教师们都
能说出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她忙着
准备孩子的自助美食，全然忘记了自
己还没吃早餐，可是牢牢记住不给咳
嗽的孩子吃烤香肠；下班了，教室里灯

火通明，加班的她只是为了把小朋友
的被褥清洗干净；她手里握着汤勺，脑
海里还在想着班里一个孩子为何不愿
意来幼儿园。

幼儿园的老师和孩子们的心里都
珍藏着一幅幅黄燕云耐心工作的画
面：给跑步的孩子系好鞋带；弯着腰清
理孩子的脏衣物；怀里抱着熟睡的孩
子；搂着即将毕业的孩子泣不成声；收
到从大洋彼岸寄过来的感谢信激动不
已；满含热泪亲手接住了毕业很多年
的孩子送来的鲜花……

黄燕云是香洲众多保育员的一
个缩影，她们和幼儿教师们一起合
作，用满腔的工作热情和对孩子的无
私包容的爱，在日复一日的细节中，
用自己的言行来诠释着心中的不平
凡。他们像一盏盏路灯，用微光照亮
夜行人的方向；他们像一束束清莲，
把芳香洒满孩子们的心间，让流淌的
清香沁润着每一个有孩子们在的地
方。

启雅幼儿园保育员黄燕云：

种下“莲花”，把芳香洒满孩子们的心间

黄燕云和孩子们在一起。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启雅幼儿园教师毛岸琴：

每次看到黄老师身边围着一群孩
子，给他们不同形式，不同角度的拥抱
和飞吻，我都会想到她微微弯身，拥抱
每一个孩子的样子。每一天、每一年、
每一届，她始终保持着这个给孩子们
颔首鞠躬问好的动作，平凡的她，用这
一个看似普通却意味深长的动作，赢
得了无数的赞誉和肯定。
启雅幼儿园教师林和萍：

二十多年来，黄老师一直默默无
闻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每天骑着自行
车，早早来到幼儿园。不管刮风、下
雨，她总能准时站在教室门口，爽朗地
跟每一个孩子打招呼。二十多年来像
妈妈般爱着、护着每一个孩子。我们
都敬重她喜欢她，与她相处是非常愉
悦而轻松的。
启雅幼儿园园长卢娟：

黄燕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保育老
师，但她的职业修养，超越了本职工
作。她对孩子们，永远保持着一颗仁
爱之心，如春风化雨，似清新莲花，丝
丝沁润着每一个童心。愿每一个幼教
人，都像黄老师一样，用细节诠释对孩
子的爱。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本报讯 记者张景璐报道：3月7
日，记者从珠海市教育局获悉，我市
2022年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报名工作
将于3月8日截止。今年，我市13所
普通高中计划自主招生1130人，涵盖
学科、科技创新、音乐、体育、美术等多
个类别，凡是有学科特长、专项特长或
创新潜质的同学均可报名。

记者了解到，普通高中自主招生
制度是珠海建立多元招生录取模式，
选拔具有学科特长或创新潜质的优秀
学生的重要方式，可促进普通高中学
校优质特色发展。自主招生范围及对
象具体由招生学校自定。招生学校按
不超过学校年度招生计划（不含民族
班计划）的10%具体制定招生项目、

计划。珠海市艺术高中全部招收艺术
类学生，招生方案单列，招生办法参照
自主招生。

自主招生实行考生网上报名、招
生学校现场确认的报名方式。考生需
在3月8日前凭个人中考准考证号码
及密码登录珠海中考管理系统，从“报
名管理-自主招生报名”处选报学
校。现场确认时间在5月6日-13日，
考生按报考学校要求提供相应材料至
指定地点进行审核与确认。考生可报
名考查时间不冲突的学校，最多可报
考3所学校。

考查方式由学校根据自身办学特
色和招生要求，对考生的综合素质或
能力进行考查，突出对学生学科特长、

创新潜质情况的考查。考查结果作为
招生录取重要依据，自主招生考查时
间为7月2日-3日，各校在此范围内
安排各项目考查时间。市艺术高中现
场考查时间为7月4日。7月7日-9
日，招生学校公布考查结果。

自主招生将根据考生自主考查结
果、志愿填报情况及中考成绩（不低于
全市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按各
校规定的录取办法择优录取；未被自
主招生录取的考生，可参加我市中考
其他批次学校的录取。各校各项目招
生计划未完成的名额，自动转为该校
统招生进行录取。

据悉，2022年珠海13所普通高
中计划自主招生1130人，较2021年

增加42人。除珠海市艺术高中外，
另外 12 所普通高中计划自主招生
890人，占这些学校今年总招生计划
数的8.27%。与往年相比，今年部分
学校新增了招生项目，考生可报考的
特长方向增多。如斗门一中新增民
乐、钢琴、创客招生，一中平沙校区新
增外语、打击乐招生。同时，各校录
取文化分的要求，按照当年统招生分
数线向下降低一定分数设定，避免当
年文化科目难易程度差异较大，对自
主招生录取的影响。市教育局招生
办提醒，有意向的考生，建议先网上
报名，多一个升学渠道。在后期报志
愿期间，再进一步确认是否参加自主
招生现场考查。

2022年我市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报名今日截止

13所普高计划自主招生1130人

本报讯 记者佘映薇报道：近日，记者从北
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获悉，该校1268名困难
学生收到了一份来自学校的暖心礼包——参
加珠海市2022年度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总
额近30万元的参保费用由学校全额缴纳，为
困难学生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人力资源与社
会保障厅相关文件要求，各级各类在校生全部
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学生原则上
应在学籍地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北理工珠海
学院高度重视在校生的参保工作，积极宣传、
发动在校生参加珠海市大学生医保，对在校生
进行逐一排查，核实并留存本人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的相关信息。对于未在生源地或学籍地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学生，学校统一申报珠海
市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推进在校生基本医保
全覆盖、无遗漏。

同时，为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负担，
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学校设立“医保资助
金”专户，全额资助1268名通过广东省家庭经
济困难认定的学生参加珠海市2022年度大学
基本医疗保险，资助总额近30万元。

据悉，下一步北理工珠海学院将继续抓好
宣传引导，把国家惠民政策传递到每位大学生
身边，切实推进大学生参保工作，进一步提升
大学生参保率，更好地保障大学生的医保权
益。

北理工珠海学院大学生事务中心为在校生提供服务。 北理工珠海学院供图

本报讯 记者张景璐报道：日前，广东
省2020-2021年度“红领巾奖章”四星章
评选结果揭晓。经逐级评审及公示，珠海
221名同学获广东省2020-2021年度

“红领巾奖章”个人四星章，3支大队获广
东省2020-2021年度“红领巾奖章”大队
四星章，3支中队获广东省2020-2021年
度“红领巾奖章”中队四星章。

其中，少先队横琴第一小学大队、
少先队珠海市香洲区第七小学大队、少
先队珠海市斗门区珠峰实验学校大队
获得广东省2020-2021年度“红领巾
奖章”大队四星章，少先队珠海市香洲
区凤凰小学大队502青鸟中队、少先队
珠海李兆南纪念小学大队四（3）中队、
少先队珠海高新区礼和小学大队404
中队获得广东省2020-2021年度“红
领巾奖章”中队四星章。

切实发挥红领巾奖章在增强少先
队光荣感中的积极作用，光荣入选榜单
的学校是如何做的呢？记者从珠峰实
验学校获悉，该校从阵地建设、团队培
训、队员培养、活动开发等方面切实开

展少先队各项工作，不断引领少先队员
“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的思想方
向。办学三年来，珠峰实验学校培养了
一批省、市、区级优秀少先队员。

香洲区第七小学结合学校德育特
色，制定了红领巾奖章实施方案、争章
考核细则，明确每个奖章的获章标准，
开展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红领巾奖
章争章系列活动，带领队员学习党史，
学习红色故事，厚植革命先烈杨匏安

“一心为革命”的深厚情怀，引导学生立
志向、修品行、练本领。

记者了解到，“红领巾奖章”是少先
队组织日常开展教育活动和评价激励
的重要载体。其中，星级章由全国、省、
市、县、校级少工委评定颁发，分为个人
和集体两个类别，共设五个星级，每年
评选一次。各级少工委分别制定对应
星级的评选方案，明确获章标准、比例
名额等。原则上，上一级星级章参选对
象须从下一级星级章获得者中推选产
生。其中，“红领巾奖章”四星章由省级
少工委颁发。

广东省2020-2021年度

“红领巾奖章”四星章评选揭晓

我市221名同学上榜

本报讯 佘映薇报道：3月7日，北
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
院（以下简称“UIC”）发布了《2021届本
科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根据报告，
该校2021届本科毕业生共1523人，境
内外总升学率约为74.5%。其中，选择
出国/出境升学有1096人，约占毕业生
总数 72%，全球百强名校输送率约
81%，比上一年人数增长23.4%。选择
直接就业的毕业生就职地区以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和北京、上海为主。

报告显示，在1096名出国/出境深
造的毕业生中，有886名毕业生进入了
QS前100名校，就读伦敦大学学院、新
加坡国立大学、爱丁堡大学等。最受毕
业生欢迎的深造领域前三位分别为商

业及管理、艺术及人文科学、工程及技
术。深造地域包括英国、中国香港、澳
大利亚、美国等，其中赴英国深造毕业
生约占44.25%。此外，38名UIC毕业
生收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湖南大学、浙
江理工大学等境内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选择直接就业的毕业生有219名，
约53.4%选择在广东省就业，就业前五
名的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珠
海。其中，在珠海就业的毕业生有24
人，约占11.54%。

自主创业也是不少毕业生尝试的
方向。2021年UIC共有20名毕业生
选择创业或自由职业，他们从事商业服
务、媒体艺术、社会服务、零售业、批发
业等领域。

UIC发布2021届

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超七成毕业生出国出境深造

□本报记者 张景璐

他，有点小淘气，但天真烂漫，纯真
可爱；他，具有鲜明的个性，心地善良，
追求上进；他，爱读书、爱思考、爱写作，
他的文字有灵性、有爱、有意志。他是
九洲中学初三（4）班的学生王思睿。

2021年10月，王思睿的首部个人作
品集《教室里的小豆豆》正式出版。全书
共分为五个版块，分别是“豆豆与同学”

“豆豆与父母”“豆豆与老师”“豆豆与世
界”“豆豆与远方”。王思睿以少年独特新
奇的视角，不拘一格的文风，将学校、家庭
和生活中细碎的小事跃然纸上。书中有
活泼可爱的同学，孜孜不倦的教师，教导
有方的父母；有回味无穷的趣事，发人深
省的思考，与众不同的体会；有旖旎梦幻
的风景，洒脱不羁的梦想，诗意盎然的远
方。文章词句行云流水，娓娓道来，每篇
都蕴含着他的认知和感悟。

据悉，王思睿自幼是一个情感细腻
的孩子，善于观察和记录生活。随着语
文水平不断提高，在父母、老师和同学
的鼓励下，他开始记录自己的学习生
活，尝试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化为至真
至纯的文字。上初中后，他依然笔耕不
辍。在初中老师细心的指导下，他的写
作更加得心应手了。终于，这部充满童
趣和青春、欢笑和泪水，时间横跨小学、
初中的作品问世了。

顺着时光回溯，王思睿在珠海市香
洲区景园小学就读期间，受班主任严杏
的影响颇深。在严杏主编的《身边的小
豆豆》一书中，收录了包括王思睿同学
在内的班级50名孩子的佳作，在珠海
校园内颇具影响力。在名师的潜移默
化影响之下，本身就对阅读与写作充满
兴趣的王思睿，也开始着手写作《教室
里的小豆豆》，将自己小学、初中阶段的
所见所思付诸笔端，记录成长岁月里的

美好故事。“思睿的笔下有花园和村落，
他的文字里有森林和田野，他的手下有
鲜活的人物和命运的安排……思睿对
于语文和文学的挚爱，会让他成为一个
超凡脱俗的才子。他会拥有两个世界，
一个在现实中，一个在心灵中。他的文
字里有爱，也有意志。他这样的人不会
孤独。”严杏评价道。

严师出高徒，九洲中学初三（4）班
班主任张敏红对他严格要求、寄予厚
望。当王思睿在创作中遇到瓶颈时，张
敏红会循循善诱地提出修改意见；在学
习中遇到难题时，她不厌其烦地进行引
导；在生活上遇到挫折时，她无微不至
地关心。对于王思睿的新书，张敏红评
价道：“《教室里的小豆豆》记载了思睿
同学从儿童到青少年的心路历程，凝聚
着思睿父母及师长对他成长的殷殷期
望，这份经过了时间沉淀的褒奖将是他
日后直面人生风雨的底气，未来桐花万
里的丹山路上，定是雏凤清于老凤声。”

如今，王思睿成长为一名初三学
子，长期阅读的积累，不仅使他获得了
大量的知识储备，也使内心充满了丰沛
的情感。“书好似一坛珍藏多年的好酒，
每次品尝都有跟以前不同的味道；书好
似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百宝箱，
打开过它的人都腰缠万贯；书好似一位
挚友，与它交往的人都受益无穷。而我
恰好就是一个对书如痴如醉，孜孜不倦
的小书迷。”王思睿说。

在王思睿的成长路上，他的父母担
任着最为关键的角色。在其乐融融的
家庭氛围里，他们一家人总是一同探讨
解决问题的方式、分享阅读的喜悦。正
是在这种自由、平等的家庭氛围中，王
思睿一边接收知识的雨露，一边受亲情
的滋养，阳光自信地成长。他将这份家
人陪伴的力量默默注入笔端，化为一篇
篇温暖的文章。

九洲中学学子
首部个人作品集出版

王思睿爱读书、爱思考、爱写作。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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