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假结束，学生假期“余
额”告急。平潭各中小学校陆
续迎来新学期开学。然而，爱
睡懒觉、寒假作业没做完、玩游
戏看电视……这些假期综合征
还没有克服，“收心不到位，开
学两行泪”。为此，本报记者采
访了平潭赛尔双语学校八年级
段长周裕建，给学生们带来了
一份收心攻略，让孩子们从“如
梦似幻”的假期中醒过来，开心
迎接新学期！

恢复上学作息，模拟开学
节奏、寒假作业收尾，温故而知
新、制定新学期计划，这是周裕
建提出的几点建议。

他提出，经过二十多天的
寒假，不少学生或多或少养成
了晚睡晚起的作息习惯，要提
前调整好心态和作息生物钟，
模拟开学节奏。开学前几天，

建议学生要按上学时的作息时
间起居，按时一日三餐，早睡早
起，调整生物钟，适应开学后的

“时差”变化。此外，家长可以
监督让孩子完成寒假作业收
尾，以便更好地衔接新学期的
知识。同时，有些学生对上学
期所学知识有所遗忘，也要抽
时间温故知新。

同时，周裕建表示，制定新
学期计划也是让孩子们收心的
好方法。从假期的“无序”转
为新学期的“有序”，过渡的关
键要有详尽的学期计划。学
期计划不应限于分数或排名，
更要关注学习方法、学习效
率、做题正确率、错题重复率
等方面，还包括个性发展、兴
趣特长等内容，让学生德智体
美劳多方面发展，也让他们有
追赶的目标。

高中阶段是人生很重要的学习
阶段，进入高二年后，平潭翰英中学
学生杨恺文每天都忙于功课，比以
往更加努力。这个寒假，他把自己
的学习计划安排得很充实，并严格
要求自己完成，并让家长监督自己。

“高中课程任务重，新学期，
我想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及时
完成各学科的作业，争取提高班
级的成绩名次，争取以后考取好
大学。”杨恺文说。

除了课业紧张的高中学子，
不少学校老师在新学期前已经进
入了工作状态。平潭城关幼儿园
副园长李晓淋就是其中的一位。

这几天，她都在园所加班，准备材
料、布置场地，迎接开学的核酸检
测、园区消杀和卫生等工作。“假
期里，我就很想念孩子们可爱笑
脸和甜甜的问候。新学期，希望
孩子平安健康，快乐度过幼儿园
每一天。”李晓淋说。

希望孩子学习进步，健康成
长，是不少老师家长共同的新学期
愿望。平潭城东小学的学生林赛
维妈妈王静告诉记者，对于新学
期，她希望孩子能继续努力，提高
学习成绩，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孩
子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拥有一个好
的身体素质，健康快乐成长。

关键词：许新愿望许新愿望

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老师来支招
请收下这份收心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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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讯

一手掌握Fang Cao Di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冯 荣）
日前，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关于印发
《平潭2021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
试（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测试）工
作方案》的通知。

根据省教育厅要求，此次升
学体育考试项目共四项，对运动
技能类项目和身体素质类项目分
别采用抽考和抽选考方式抽出考
试项目。其中，必考类：1000米跑
（男）、800米跑（女）；抽考类：篮
球 (运球绕杆往返)；抽选考类：立

定跳远、引体向上（男）/斜身引体
（女）、双手头上前掷实心球，考生
按性别从 3个项目中自选 2项考
试。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初中毕
业升学体育考试投档计分方式为
分数制，总分为 40分，其中体育与
健康基本知识占 4分（考试时间：
《体育与健康基本知识》考试与《道
德与法治》科目同场合卷进行，单
独一个模块，考试时间合计为100
分钟，即原《道德与法治》考试时间

为90分钟，增加《体育与健康基本
知识》考试时间10分钟），身体素
质与运动技能占36分。

而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36分，
其中，必考类项目满分为 15分，抽
考类项目满分为 5分，抽选考身体
素质类共 2项，每项满分为 8分。
根据福州市中招细则计分办法，考
试成绩得分相加后保留小数点后
一位数为最后得分，小数点后一位
数计算方法为：小数点后的数字小
于0.25分（不含0.25分）不予计算；

大于或等于 0.25分，小于 0.75分，
计为0.5分；大于或等于0.75分，计
为1分。

同时，此次考试采用福建省
2021年初中升学体育考试评分标
准。凡无故缺考的项目，该项目以
0分计算，为增加考试工作的透明
度，考生每项考试结束后考务人员
当场向考生宣布成绩。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考生应及
时核对考试报名信息，并于 4月 11
日前确认考试项目。如与报名信

息有误需由学校提出申请，局基础
教育处审核同意后方可予以更改，
逾期不予更改。《平潭 2021年初中
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花名册》由各
校自行核对打印存档。

此外，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
于印发福建省初中毕业升学体育
考试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对免
考的说明，即经申请准许免考的学
生需参加理论考试，免测成绩原则
上以本年度所有参与体育考试的
考生的平均分的80%计算。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冯荣）
2月18日，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实
验区团区委召开“情系家乡鸿雁
归巢”岚籍学子新春座谈会，来
自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人民大
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福州大
学等高校的 16名岚籍学子代表
参加座谈。

会上，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基
教处处长刘培钦与学生代表畅
所欲言，分享了自己在外求学经
历与感受及对未来的成长规划，
也对平潭基础教育发展提出相
关建议。

“趁着新春佳节，号召这些
优秀岚籍学子聚在一起，谈谈
心，聊聊对家乡发展的期望和建
议，引导岚籍优秀学子了解家
乡、认同家乡、服务家乡，为下一
步平潭基础教育发展做调研。”
刘培钦说，通过此次座谈会，希
望让已经离开平潭的学子更好
地了解家乡未来发展和建设，未
来能将自己的专业所学和人生
理想相结合，从而为国家民族的
复兴、新平潭建设发展做出自己
的贡献。

“新春座谈会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平台，让我们这些岚籍
学子能更好参与交流，为未来
家乡发展建言献策。平潭发展
变化很快，我们毕业后，也想为
家乡建设做贡献。”福州大学
18 级生物工程专业学生翁晓
敏表示，参加座谈后，对家乡发
展情况有了比较深入了解，也
对未来家乡发展有了更大信
心。

新学期拍了拍你说“回来啦”

面对开学 你准备好了吗

辅导教材、本子、笔袋、圆珠
笔……这些新的学习用品成为许
多孩子新学期的标配。开学前一
周，家长和孩子便开启了“战斗”
模式——到平潭各大文具店“备
货”，采购添置新文具。

“这把圆珠笔手感不错，买两
把可以用来写作业……”在城关小
学附近一家文具店内，福建师大平
潭附中的学生林辰智和妈妈魏雅
琴在认真挑选文具，他们对照着文
具采购清单，货比三家。

“每次开学前我都要买一些新
文具。新学期用新文具，会比较有
仪式感。”林辰智说。

为孩子添置新文具是魏雅琴

多年来的习惯。“孩子平时喜欢好
看的文具用品，开学前习惯帮孩子
挑选一些他喜欢的款式。”魏雅琴
说，这些新文具送给孩子作为新学
期礼物，希望孩子努力学习，在新
学期取得更好成绩。

而对于部分学生来说，他们
习惯旧物再利用。在平潭城东小
学学生曾俊涵家中，他在小心翼
翼地将新学期的学习教材、寒假
作业整齐地放置在平时使用的红
色书包内。“原本每学期就会换一
个新书包，今年我就读六年级，我
不着急换新书包，希望等上了初
中再换，这样才不会浪费。”曾俊
涵说。

关键词：添置文具添置文具

新文具有仪式感

新学期对于中学生来说，又
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学期。最近，
平潭城关中学初三学生徐思锦给
自己制定了一个新学期新计划，
重新安排新学期的学习时间和计
划。

徐思锦告诉记者，新学期，准
备每天晚上利用 20分钟时间复习
课程笔记，挑出没听懂的地方；其
次，利用两个小时完成课内作业，
并记录下不理解的题目；还要加
强课外巩固，如周一、周三各完成
一套数学和物理卷子；周二、周四
完成语文、英语、化学习题；周五
整理平时错题，背诵政治历史，巩
固知识；最后，新学期目标是希望
能够进入年段前十。

平潭一中的初二年级学生游
悦同样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她准
备在新学期分阶段梳理背诵初中
的八个学科知识点，并形成自己
的思维记忆脉络，以最佳状态迎
接新学期的各类考试。

关键词：定新计划定新计划

合理规划学习时间

欢度春节、完成寒假作业、

外出游玩……轻松愉快的寒假生活

已经结束，学生、家长和老师对新学期有

怎样的期待呢？又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2

月14日至17日，新学期开始前，记者采访了

多位师生家长，了解他们对新学期的憧憬

和期许。

■融媒体记者
冯荣/文 陈澜清/摄

今年 8岁的林昱岑在平潭城
中小学读一年级。新学期，在妈妈
王女士帮助下，林昱岑早早地收拾
好书包、文具等，并提前一周开始
调整作息，以便尽快进入新学期的
学习状态。“我的新学期愿望是希
望学习成绩更上一层楼。”林昱岑
说。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好
的家庭教育，王女士为了让孩子
能够尽快收心，更好适应新学期
的小学生活，帮助孩子制订新的
学习计划，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培养早睡早起的习惯。“早睡早
起，养成好的生活作息习惯，孩
子学习起来才有精气神。”王女
士说。

整理学习用品、检查寒假作业、
调整作息时间、填写温度表……开

学前几天，平潭岚城中心小学学生
翁梓涵就十分忙碌了。她完成
了寒假作业、洗好了新校服等，
就等开学。“这几天，我要求自
己每天晚上 9 点前睡觉，早上 6
点起床，这样新学期才有好的
学习状态，早起也不会有起床
气。新学期要有新面貌。”翁梓
涵说。

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寒假，
早睡早起成为更多学生调整作
息的选择。这几天，平潭第二实
验小学的学生李廷峰也忙着调
整自己的作息时间。“我每天早
上 7点半起床，吃完饭收拾房间、
看书和检查作业完成度。晚上 9
点就上床睡觉了，现在作息时间
也逐步调整回到上课阶段。”李
廷峰说。

关键词：调整作息调整作息

早睡早起身体好

平潭2021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方案公布

新增理论基础知识考试

↑曾俊涵在收拾书包，整理开学所需的教材 ↑在城关幼儿园，老师在布置新教室，为开学做准备

↑新学期开学前，林辰智都
会到书店购买新文具

高校学子谈发展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冯荣
通讯员 芦战君）近日，福建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开展走访慰问老
同志和困难教职工活动。

活动中，福建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书记吴品云带领慰问
组，看望了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老兵、学校离休老干部陈振东
同志，代表学校向他致以诚挚的
问候和新春的祝福。现场，大家
共同回忆了陈振东同志为学校
师生上专题思政课的情景，吴品
云书记指出：“一堂有形的思政
课虽然结束了，但一堂无形的特
殊思政课已然在校园生根发
芽”。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校长江吉彬带领慰问组来到
离休老干部张德昌家中，详细
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
情况，叮嘱他要做好疫情防
控，保重身体，安享幸福美好
生活。

由于疫情原因，今年福建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取消组织团
拜会，学校党委指导相关部门
制作了新春慰问卡片，并在春
节前将 330 封新春慰问信送到
每一位离退休老干部手中，向
他们汇报学校一年的建设和发
展成果，带去全体福信师生的
美好祝愿。

走访慰问送关怀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冯荣
通讯员 张秀华 王长芳）日前，平
潭敖东中心小学组织志愿者开
展“情暖岚岛 志愿在行动”系列
活动。

行动中，全体党员志愿者前
往向阳村、新垄村等地，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形式向
村民宣传教育，引导村民增强拒
毒、防毒意识，过年不忘防疫，自
觉抵制毒品诱惑，增强防疫抗疫
意识。

学校还组织教师志愿者前
往敖东街分发垃圾分类宣传
单，并向居民们详细讲解什么
是垃圾分类，垃圾分类的方法、
优点和意义等。街道居民纷纷
表示，老师们的讲解很接地气，
让我们知道垃圾分类益处多，
我们每个人都要为垃圾分类贡
献一份力量，为美丽平潭建设
出力。

志愿服务有温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