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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景璐 实习生赵姝婵
报道：4月11日，2022年中考体育考试
开考，全市共设香洲、金湾、斗门、高新区
4个考区、24个考点，23719名考生将在
5月25日前完成测试。开考首日，香洲
考区、高新考区、金湾考区已正式开考，
开考科目为长跑及跳绳，斗门考区今天
正式开考。

11日上午8时30分，南屏中学考点
迎来了湾仔中学、珠海一中附属实验中
学、前山中学的考生。该考点承接了香
洲区14所学校体育中考的长跑和跳绳两
个项目，11日-15日期间将有逾4500名
学生参考。“我们利用人脸识别电子测温
仪器识别考生和工作人员的粤康码和疫
苗接种情况，大大减轻校门口人员聚集
的压力，助力中考体育顺利开展。”南屏
中学副校长刘东亮介绍，该校去年成为
中考体育的考点，今年加大了防疫工作
的力度，考点外围设立警戒线，扩大警戒
区域范围，仅限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进
入。同时，校门口设有自动体温检测和
手持式体温枪、临时隔离留观区，配有20
多台的空气净化器优化考场空气质量。

开考首日，湾仔中学、珠海一中附属
实验学校、前山中学、金峰学校、金鼎中
学、珠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等6所学校
参考。按计划，全市于4月26日完成长
跑、跳绳等项目的正常考试。游泳项目考
试，除高新考区4月底开考外，其他考区
均于五一节后开考，5月18日完成正常考
试。各考区的缓考，均安排在5月底。

据了解，今年珠海中考体育科成绩
构成方式、考试形式和去年基本一致。
成绩由《标准》测试成绩和体育考试项目
成绩组成。体育考试内容分必考科目和
选考科目。必考科目为长跑（男子1000
米、女子800米）和100米游泳，由考生自
主选择其中一项；选考科目为三级连续
蛙跳、投掷实心球、一分钟跳绳、足球25

米绕杆运球、篮球半场来回运球上篮五
个项目，由考生自主选择一项。据统计，
本年度必考科目中，长跑报名人数最多，
共18743人报考，占考生总数79%；选考
科目中，跳绳成为热门项目，报考人数占
考生总数85.2%。

为了应战中考体育考试，我市各校
都做了充足的准备。留体育家庭作业、
定期建册训练成果……在珠海市九洲中

学，除了体育课和活动大课间外，学校专
门设置了备战体育中考的训练时间，并
带领学生积极走场、模拟考试，“对于初
三学生，我们每天会留体育家庭作业。
由于大多数学生都选择了长跑和跳绳，
因此学校对这两个科目组织了集体的训
练。”珠海市九洲中学校长姜楠告诉记
者，学校也安排专门的体育老师对选了
篮球、实心球等其他自选考试科目的学

生进行单独训练。“游泳科目受学校环境
限制，无法组织学生大规模展开训练，我
们会留游泳的家庭作业，确认学生的游
泳水平和技术是否过关。”

珠海市教育局招生办提醒，考试期
间，各位考生要关注考区疫情防控要求，
每日进行个人健康监测，因疾病或疫情
防控原因不能按时参加考试的，可及时
向学校提出缓考申请。

南屏中学考点的考生在进行测试。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本报记者 吴梓昊

尖峰山下，穿过密集的工业厂房和
乡村屋舍，“小而美”的斗门区井岸镇东
风小学豁然映入眼帘。这是一所有着53
年校史的乡村小学，但在附近的居民和
家长看来，东风小学“很年轻”也“很有活
力”。

眼下，东风小学正在校长黄建文的
带领下，以“悦教育”课程体系为核心，以

“悦行致远、悦享未来”为教育理念，闯出
一条乡村小学“突围”的新路径。

随着清脆的铃声响起，各个年级的
孩子奔向各自上课的地点。在陶艺课
堂，同学们正在学习如何拉坯成型；而在
戏剧课堂里，弦乐和鸣、粤韵飘香，浓郁
的曲艺氛围扑面而来，学生们神韵十足，
在台上唱念做打有板有眼。

2021年，东风小学被评为广东省第
二批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学校。校园内，
各种形态样式的戏曲主题展板、墙绘，处
处可见戏曲文化的影子。

“几乎每一位学生都会哼几句这样
的曲艺，‘粤曲响遍东风校园’则是我们
的校歌。”黄建文说，随着“戏曲进校园”
项目的开展，戏曲文化正在成为东风小
学的一张校园名片。“近年来，粤剧课程
深受师生追捧，我们每年都向社会演出
一台粤剧，以汇报戏曲教育成果，整台戏
长70分钟，10个节目全部由孩子们来完

成。”黄建文表示。
2016年3月，东风小学与斗门区戏

曲协会合作，打造粤剧戏曲艺术进校园
培育基地。由此，东风小学成为了斗门
区首批“戏曲进校园”培育基地。近年
来，该基地培育了多批学员共计200余
人，取得了各级奖项30余项，每年送戏
下乡开展公益演出20余场。该校陶静
妍同学手握12个项目的奖牌，高水准考
进广东粤剧学校（六年制）。

“戏曲进校园”项目，是东风小学构
建“悦教育”课程体系的生动写照。

“‘双减’之后，我们以‘悦行致远、悦

享未来’的理念，构建起了悦学、悦品、悦
动、悦行、悦美系列课程，在校园中打造
了悦心室、悦动场、悦阅轩、悦植园、悦韵
台等‘五悦’空间，推动教学从讲堂向学
堂转变。”黄建文说。

东风小学校园里，一棵枝繁叶茂的
老榕树见证了这所乡村小学数十年的变
迁。上世纪60年代末，因茂名高州修建
水库远迁而来的“移民”定居井岸镇东风
村，东风小学应运而生。伴随着新青科
技工业园的建设开发，外来务工人员相
继来到这里，东风小学由此见证着斗门
城市发展的每一次变迁。

通过升级教育设施、壮大优质师资、
提炼校园文化、开设特色课程，东风小学
的生源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据黄
建文统计，在现有的1138名学生当中，
本地户籍生源占六成，积分入学生源占
四成，“学校一至四年级的办学规模比
五六年级扩充了一个班，不但遏制了生
源外流的风险，也得到了新落户市民家
庭的认可。”

在珠海，如何破解优质教育城乡不
均衡问题，让乡村孩子和外来务工子弟

“读好书”，已经成为教育事业发展到优
质均衡新阶段面临的新问题。然而，教
学科研薄弱、缺少学科带头人、课程体系
不够完善，则是摆在许多乡村小学面前
的难题。

“乡村小学如何突围？首先是师资，
选择一所好学校其实是在选择一位好老
师。”如今，黄建文正通过正师风、正教
风、抓学风，切实加强“备、教、辅、改、评、
析”的教学过程精细化管理，并与省、市
名师工作室结成教学联盟，名师以讲座、
听课、送课等形式，定期到学校进行课堂
教学指导。

此外，东风小学还与区内优质学校
结成研修共同体，进一步弥补薄弱环节，
提升“一课多上、一课多研”的磨课作用，
增强研究的实效性和针对性，让老师们
真正成为教学研究的主人。

一支高素质的师资团队正在东风小
学逐步显现。黄建文希望，未来能借助
国内知名大学、集团化办学等资源力量，
将东风小学建设成为区域内有一定知名
度的学校。

斗门区井岸镇东风小学校长黄建文：

特色办学理念闯出乡村小学“突围”新路径

开学首日，黄建文与学生们一同悬挂特色书签。
本报记者 吴梓昊 见习记者 余浩然 摄

□本报记者 张景璐 实习生 赵姝婵

举办科技节、成立课题研究小
组……4月11日，记者从珠海市第二中
学获悉，本学年以来（2021年8月至今），
该校在科技创新比赛中斩获15个省级
奖项、19个市级奖项。

在刚刚过去的第37届广东省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中，珠海市第二中学报
送的4个发明创造类作品全部入围第二
轮评审，并最终获得2项一等奖和2项二
等奖，其中该校学生陈子龙的“精准多用
绘图仪”还被推荐参加全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在赛事中，陈子龙的“精准多
用绘图仪”、陈彦宇的“无级调节木旋大
卡盘”获专利申请奖。

早在2012年，珠海市第二中学就被
评为广东省青少年科学教育特色学校，
特色学校每五年复评一次，2021年该校
又通过了第二次复评，继续被评为广东
省青少年科学教育特色学校。

珠海市第二中学科技创新有何特
色？在各项科技创新比赛中，在众多
学校里脱颖而出，凭借的是什么？“组
建精英教师团队、开设特色课程、开展
特色活动，三大元素缺一不可。”珠海
市第二中学少年科学院院长蔡俊龙告
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该校组建了近50名教
师参与的科技创新辅导教师团队，覆盖
了物理、化学、生物、数学、信息技术、通
用技术、研究性学习等多个学科，并根
据教师的专业特长进行了分工，以便有
针对性地对学生研究的课题进行辅导。

学校不仅选用“精兵强将”，同时更
重视后期培养。为此，学校有针对性地
派出科技创新负责人及科技创新团队教
师参加各级培训，鼓励青年辅导教师参

加各种创新实验大赛和发明展，以此来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激发对指导创新
实验的信心。

在开设特色课程方面，每位教师精
心选择一些既能联系课本，又能够带动
学生兴趣的内容，课程形式多样，有经
典实验的创新、研究性实验、发明、实
践和野外考察等。“这些特色课程能够
引发学生对相关问题产生浓厚的探究
欲望，开拓学生的知识视野，培育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创新素养。”蔡俊龙说。

坚持每年举行一次为期近一周的科
技节，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创新精神，提
高学生实践探究能力的同时，通过活动
选拔优秀的科技创新人才；每年开展多
场科普报告，邀请中科院科学家、大学教
授到校为学生开科普讲座，了解科技前
沿，拓宽学生眼界，发展学生科学素养；
创造学生参赛机会，每年从校本研究成
果选取优秀作品和优秀学生推荐参加各
大科技创新比赛，通过比赛锻炼学生的
表达能力、提高创新意识，增强自信

心……
与此同时，学校还成立了课题研究

小组，根据学生选择的研究课题，安排相
应的专业老师进行辅导，对课题做文献
综述和思维导图，小组讨论设计实验方
案、研究方法和相应的技术路线，制订切
实可行的研究计划，进行实践活动，制作
创新作品，撰写研究报告。

第37届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中一等奖和专利奖获得者、高一（7）
班学生陈子龙分享了他的“科创路”。

“学校浓郁的科技创新氛围，让我对科
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老师们循循善
诱是我在科创路上的一大‘助推器’。”
谈起获奖心得，陈子龙认为，获奖的主
要原因是平时对生活的观察和对口才
的锻炼。作品想要创新，需要仔细观察
生活，才能找出困难背后的解决方法，
而优秀的口才可以更清晰地表达自己
的思想。“能想到有创造性的点子是极
难的，为此常常利用周末半天的时间进
行思维风暴训练。”

组建精英教师团队、开设特色课程、开展特色活动

市二中在科创比赛中斩获15个省级奖项

□本报记者 张景璐
实习生 赵姝婵

“15时56分，阳光透过窗洒在
宋老师身上，她拿起笔托着腮，她
的眉头，时而轻皱，仿佛在书中，和
作者一同感受着那喜悦、兴奋、紧
张、无奈的心情……”这是珠海市
香洲区第二十一小学语文教师宋
丽娜的学生写下的一段文字。认
真读书的宋老师成为了学生眼中
一道美丽的风景。热爱阅读的孩
子们也让宋丽娜产生“共鸣”，“徜
徉于书海的孩子们也如同这段文
字里的我。师生分享读书的时光，
是如此的恬静而美好。”

孩子们热爱阅读和写作的良
好习惯得益于宋丽娜平日里的培
养。为了提高孩子们习作的兴趣
和水平，宋丽娜在班级里开展“流
动日记”活动，日记篇幅不限、题
材不限、表达不限，宋丽娜还设

“大千世界”“人物众生相”“书香
流动”“心情电台”等栏目，激发学
生的表达欲望，让学生没有创作
的拘束之感并乐在其中。在此基
础上，她组织学生开展了互评日
记、欣赏日记的活动，不仅给写作
的同学带来了成就感，也营造了
一种乐于表达、交流学习的氛围。

与此同时，宋丽娜结合语文
教材开展了班级演讲、文言文赏
析、品味书香、现代诗分享、即兴
发言等系列语文学习活动，让学
生们在亲近母语中，收获隽美的
文字、深厚的文化传承和丰富的
精神世界……

从教15年来，让宋丽娜珍藏
在心底的感动有很多，其中包括
一张特殊的“奖状”。去年11月，
宋丽娜要去肇庆讲课。出发前，
教室里安静极了。这时，班长打
破了沉默,“宋老师，明天是感恩
节。但您不在学校，所以六年级
二班全体同学提前把‘最美教师’
的奖状送给您。”自制的奖状上是
孩子们稚嫩的笔迹，也表达了孩
子们无声的爱。

这只是宋丽娜日常教学生涯
中一段“小插曲”，也是她亦师亦
友的真实写照。一路走来，她与
每一届的学生都拥有着许多惊喜
的回忆，也默默记下了一个个感
人瞬间。

作为一名女士，一生中都会收
到鲜花。然而，宋丽娜却永远忘不
了在教室里收到的红玫瑰。

当时，班里转来了一个小男
孩儿，叫阳阳（化名）。一开始，他
总让宋丽娜“措手不及”：要么画
了同桌的书包，要么上课随性而
为。后来，宋丽娜与孩子的母亲

交流，才得知阳阳患有多动症，五
岁时眼部先后做了四次手术。每
次他都恐惧地大叫，得大人们按
住他的手脚才能打上麻药。听到
这里，宋丽娜心痛不已。她暗下
决心，自己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帮
助这名孩子。

要如何帮助阳阳呢？宋丽娜
开始查阅专业资料，并向心理老师
请教培育方法。课后，她真诚地与
孩子的家人沟通，形成教育合力。
教学生活中，宋丽娜总会挖掘到他
的优点，给予足够的关怀鼓励。在
宋丽娜的引导和陪伴下，同班同学
也开始理解和接纳阳阳，心里悄然
种下友善、宽容的种子。

渐渐地，阳阳有了很大的进
步。儿童节那天，当宋丽娜带着
学生们做完早操回到班级时，大
家都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教室
的每张课桌上都放了一枝红玫
瑰。在孩子们欢呼声中，阳阳有
点害羞地站起来说：“这是我和妈
妈昨天买的。趁大家都出去，我
偷偷放在课桌上，想给大家一个
惊喜。我觉得‘六一’最好的礼物
就是能给宋老师和同学们带来快
乐！”阳阳的茁壮成长是宋丽娜收
到最好的“六一”礼物，而用爱与
智慧引领成长，也是她对孩子们
最长情的告白。

香洲区第二十一小学语文教师宋丽娜：

用爱与智慧引领孩子成长

第二十一小学老师李月瑶：
爱心、包容心、责任心是宋老

师的坚守，微笑则是她的金字招
牌。她将对学生的满腔爱意融进
微笑中，用有温度的方式滋养着
学生们的心灵；她将解决问题的
智慧融进微笑中，温和地化解孩
子间的种种矛盾。
第二十一小学老师蔡子杰：

来自白山黑水的宋老师,有着
南方小桥流水般的温婉，她深爱
且深耕着教育，用师心温暖童心，
用挚爱点亮课堂。她的课堂，充
满智慧与深情；她的书本，记载着
满满的付出。师者大爱，教育无
疆，一支粉笔写春秋，三寸讲坛摆
渡人！
第二十一小学校长邬文娟：

宋丽娜老师是学生、家长眼
中最温柔的班主任，是同事眼中
最知性的优雅女神。她每天都为
孩子们的快乐成长而努力工作，
用爱心浇灌孩子心田，“宋老师”
这一称呼对孩子来说，有如称呼

“妈妈”般的深情体验。宋老师还
是年轻班主任的好师傅，从班主
任专业技能比赛的台前，到指导
年轻班主任工作、比赛的幕后，宋
老师完成了职业角色的华丽转
变。我想，“温柔轻盈，优雅坚定”
是对她最好的写照，愿宋老师继
续心怀阳光，与学生携手创造更
多的美好。

香洲区第二十一小学语文教师、班主任宋丽娜。本报记者 朱习 摄

本报讯 记者张景璐报道：近
日，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
布“十字门中学项目项建可研勘
察设计总承包招标公告”（下称

“招标公告”），意味着十字门中
学进入实施起步阶段。据悉，珠
海市十字门中学是鹤洲新区
（筹）“十四五”期间建设的唯一
公办初中，计划于2024年投用，
建成后预计提供 60 个教学班
3000个学位。

根据招标公告，十字门中学
项目位于情侣南路以北、马骝洲
山以西、横琴大桥以东的A33地
块，用地面积约4.6万平方米，拟
建总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实
施内容主要包括教学楼、实验楼、
综合楼、教学业务楼、食堂、学生
宿舍楼、文体馆、配电房、室外运
动场、围墙校门（含门卫室、警卫

室）、架空层、地下交通分流中心、
地下车库等。

该项目建设目标为省一级学
校，规划设置60个教学班。按50
人标准班额计算，在校生规模可
达3000人，意味着每年可招20个
教学班约1000名初一新生。

学校建成后，十字门中学将
成为鹤洲新区（筹）第一所也是目
前唯一的公办初中。鹤洲新区筹
备组社会事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校是鹤洲新区（筹）“十四
五”期间建设的唯一公办初中，目
前满足片区居民的实际需求情
况。2021年，鹤洲新区（筹）新建
了珠海市十字门小学和保税区第
一小学等2所公办小学，新增学位
3240个。其中，十字门小学和保
税区第一小学办学规模均为36个
班1620个学位。

60个教学班 3000个学位

十字门中学2024年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