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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一中平沙校区将举办校园开放日

高栏港区致力建设国家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

全方位展示办学新成果

珠海一中平沙校区图书馆阅览室。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5
月 18 日，珠海一中平沙校区
将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向
今年中考生及家长们开放校
园，有招生信息交流会、大类
报告专场、现场面对面咨询、
艺术团现场表演等活动。具
体活动时间地点安排如下：
（一）中考招生咨询活动
（15 时-16 时），地点：在该
校图书馆，2019 年秋季招生
政策解读及考前指导，展示
学校办学特色，详解中考自
愿填报策略。
（二）生涯规划教育及新
高考选课走班指导。
1、新 高 考 方 案 解 读 及
选 课 走 班 指 导（15 时 - 16
时），地点：
体育馆。
2、学 生 生 涯 规 划 指 导
15 时-16 时），地点：高一年

级教室。
3、高一年级、高二年级
家 长 会（16 时 - 17 时），地
点：
高一高二年级各班课室。
（三）课堂教学观摩（时
间：9 时 25 分-12 时，14 时
15 分-14 时 55 分）。
1、一中名师师范课：赵
松立（高一物理）、康萍（高一
英语）。
2、校区名师示范课：高
一、高二年级。
3、青 年 骨 干 教 师 展 示
课：
高一、高二年级。
4、青年教师汇报课：高
一、高二年级。
5、互联网创新课：1 号
楼 5 楼 e 科室。
6、杨凯明博士“广东珠
海与日本交流史”中日文交
流讲座：3 号楼二楼合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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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14 时 15 分 - 14 时 55
分）。
7、主题班会推荐课：高
一、高二年级课室（15 时 10
分-15 时 50 分）。
（四）科技创新与精品社
团展示：
（16 时 - 17 时 30
分），科创社地点：
运动场，社
团展示：
架空层。
（五） 中华优秀文化艺
术展示：
（15 时 10 分-15 时
50 分），舞龙表演：运动场，
音乐和美术表演：
艺术中心。
（六） 升旗仪式（10 时
10 分-10 时 30 分），地点：
田
径运动场。
（七） 午餐体验（11 时
30 分-12 时 30 分），地点：
学
校一二食堂。
（八）校园参观（10 时12 时、15 时-17 时）。

平沙实验小学“名校长工作站”挂牌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5 月
10 日上午，高栏港区首个“名校
长工作站”在平沙实验小学挂
牌，拉开了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与高栏港区共建国家教师教育
创新实验区系列活动的帷幕。
作为工作站主持人，广东省名
校长余志君表示，非常乐意带
领工作站成员共同努力，探索
打造优质学校的路径，培养教
育型校长，为促进高栏港区教
育发展做贡献。
据了解，余 志 君曾任香洲
区实验学校校长，现任珠海市
潮联学校校长。
据悉，作为广东省名校长，
余志君将不定期到平沙实验小
学传授学校管理和教学经验。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与高栏
港区共建国家教师教育创新实

验区系列活动为期三年，得到
了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广东
第二师范学院将结合高栏港区
的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通
过设立名校长工作站，引入专
家资源，为港区培养一批名校
长；通过设立师范生实践基地、
班主任高端培训，建设一支精
锐师资；通过教师教育数据的
互联互通，找准教师整体提升
的可行途径；通过教育成果培
育基地的建设，研发一批精品
课程；通过对各中小学办学效
益的评估，合力打造一批新优
质学校。
高栏港区社会保障和公共
事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局
将继续采取各种措施，提升港
区教育质量，办港区人民满意
的教育。

平沙镇各中学开展各种活动
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今年
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平沙镇各
中学纷纷举办主题团日和团建
等纪念活动。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
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
首赞歌……”
5月13日，
嘹亮的旋
律在珠海一中平沙校区响起，
唱
响了该校纪念五四青年节主题团
日活动的主旋律。在活动中，
该
校舞龙队和艺术中心的同学表演
了精彩的舞龙和舞蹈，
全校入团
积极分子庄严宣誓，新团员佩戴
团徽。青年团员通过齐唱国歌、
团歌，
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为青

春喝彩、给高三学长加油等形式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青年人既是追梦者，
也是圆
梦人。此次团日主题活动点燃
了全校师生的爱国热情，激励该
校新时代的青年延续五四运动
的伟大传统，不负重托，继续前
进，
引领他们用青春之我创造青
春之中国。
5 月 4 日，平沙二中举办
“传
承五四之光”主题团建活动，在
团队游戏中挑战自我，
锻炼团队
协作精神，
在知识问答中深化对
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理解和
传承。

华丰小学召开期中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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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一中平沙校区发展取得重大突破

为优秀学生颁发奖状

办学 5 年实现三大跨越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记 的教学场所设施，
以其美新之
者日前获悉，
珠海一中平沙校 姿，
矗立在全市人民面前。
区自 2014 年成立以来，作为
合作办学促进了平沙校
我市高中一校两区模式的先 区在办学理念、办学精神、教
行先试者，
学校发展取得重大 师队伍建设、教学教研等与
突破，
办学五年以来实现了三 一中本部保持一致。
大跨越，
学校连续 5 年获得市
2016 年 3 月，珠海一中
教育质量监测统考进步第一 平沙校区划入市直属学校管
名，
高考本科上线人数连年翻 理。同年 10 月，珠海一中本
番，
本科率从校区成立前的不 部和平沙校区结成办学联盟，
到 10%（每年 30 人左右），提 实现
“一校两区，原汁原味”
。
升 到 2017 年 的 74%（323 校区又适时提出了“激情奉
人）、2018 年的 84%（本科人 献、求新创美”
的校区精神和
数 420 人），得到市教育局多 “想得细、抓得紧、管得严、教
次表扬，
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 得好”
的工作方针，传承发扬
各界广泛赞誉。
珠海一中涵容沉潜的风格。
2013 年 7 月，高栏港经
先进的理念，严格的管
济区管委会与珠海市第一中 理，让校区从管理到教学都
学签署合作办学协议，
联手打 有了本质的转变，从教师的
造珠海一中平沙校区。校园 专业发展、教学成绩到体艺、
依山傍水，
气势恢弘。校内绿 科技创新等方面都得到了巨
树掩映，
繁花似锦，
荷香四溢， 大的跃升。2017 年，广东省
环境优美而清静，
堪称全市最 首 届 青 年 教 师 教 学 能 力 大
美中学校园，
拥有完善、充足 赛，
刘天武、田艳萍老师分获

珠海市高中数学组、英语组
第一名，并代表珠海参加广
东省的比赛，分获省二等奖
和三等奖；2017 年，校区获
得珠海市教学质量特别贡献
奖，被评为
“全国中小学舞龙
舞狮教育示范学校”
“第二批
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
术传承学校”
殊荣。
2018年，
校区制订了《珠
海市第一中学平沙校区
2018—2020三年行动计划》，
全面落实
“三全一细”
工作要
求，
积极探索，
大胆创新，
促进
高中课程改革：
确定双线教学
模式，积极发展“互联网+教
育”
；开发 D 课堂教学模式和
周末网上直播课堂；
开设高考
日语班，
开展体育高水平运动
队建设，
培养体育特长生。
该校负责人表示，奋进
中的一中平沙校区将在学校
特色发展、
品牌建设上大踏步
向前行进，
实现跨越式发展。

日前，
华丰小学举行期中总结暨表彰会。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日前，
华丰小学举行期中总结暨表彰
会，表彰了一批在学习上取得优
异成绩的好学生和进步较快的
学生，分别为他们颁发“学习之
星”
和进步奖奖状。
会上，该校有 关负责人对
期中各学科考试情况进行了总
结分析。该校校长梁显亮表
示，学校教学水平的提高，学生
学习能力的增强建立在总结、
反思的基础之上。召开表彰大

会的目的就在于对前半个学期
的教学进行查漏补缺。一方面
肯定教师辛劳付出，另一方面
鼓励学生取得的进步，从而达
到激发学生“自强不息，超越自
己”的目的。
受表彰的同学纷纷表示，一
定会再接再厉，勇攀高峰，争取
下半学期取得更大的进步；
不少
没能获奖的同学表示，
要以受表
彰的同学为榜样，奋起直追，刻
苦努力，
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