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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离休干部，原南海人民医院院长、党支部

书记梁暖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19年11月29

日上午6时59分在佛山市远大医院逝世，享年91岁。

梁暖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9年12月3日13

时30分在佛山殡仪馆衡山厅举行。

泣告

岳先生（家属）

2019年 12 月 2 日

讣 告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杨
世聪）“你们学校的环境怎么样，
孩子们能成长的空间大不大？”

“初中学习压力突然加大，你们
会怎样帮孩子排解？”近日，由佛
山社区传媒主办的佛山首届教
育嘉年华暨2020初中名校风采
展在桂城怡海港举行，数千名家
长就孩子升学问题，与9所名校
的招生代表面对面交流。现场
还同步举办了佛山第三届诗词
大会争霸赛和大型亲子互动汇。

最火爆：
名校齐聚接受咨询

12月1日上午，桂城怡海港
人头攒动，每个学校的展位前都
挤满了家长。“今年你们学校的
招生人数是多少？”“学校有何特
色”……各校展位人气爆棚，各
个学校相关负责人直到中午都
忙个不停，一一回应家长的咨
询。

佛山市诺德安达学校是一
所新办不久的学校，但人气丝毫
不输给老牌名校。在当日的咨
询中，家长们关心的问题集中在
招生人数、报名方式等问题上。
该校采用“义务教育+国际课程”
相结合的双语教育，班级平均人
数24人，目前招收6岁至18岁
学生，2020年春季插班生也接受
预报名。

在佛山市超盈实验中学展
位前，由于咨询的家长太多，工
作人员一直忙着在后方准备资
料。作为一所备受关注的学校，

除了学校的位置、环境、设施外，
学校的办学特色、管理团队、课
程体系更是家长们反复询问的
焦点问题。“听说那里出了很多
优秀的学生，学校氛围也不错，
今天特地过来了解一下。”家长
董迪军说。

宣讲环节上，南海外国语学
校、佛山市超盈实验中学、佛山
南海翰林实验学校等9所名校的
代表轮番登台，为家长和孩子传
授学习诀窍。“每天晚起半个小
时，周末零作业，把周末的时间
留给学生，为他们留下了解社
会、独立思考、动手实践的空
间。”南海外国语学校常务副校
长李西鹏说，南外让学生从繁重
的作业堆里解放出来，体验属于
自己的人生经历。

最诗意：
多所学校诗词巅峰对决

当日上午，佛山第三届诗词
大会争霸赛总决赛同步打响。
总决赛分小学组和初中组，多所
学校以诗会友，展开诗词巅峰对
决。

小学组旗峰小学、佛山市外
国语学校、里水小学越战越勇，
闯进最后环节。冠军争夺战以
超级飞花令的形式进行，选手们
根据抽取的题眼如“植物”，写出
相关诗词。“不是花中偏爱菊，此
花开尽更无花”“停车坐爱枫林
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选手
们你来我往，经过激烈角逐，里
水小学成功揽下小学组桂冠。

“今天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离不
开我们平常对诗词的积累和重
视。”里水小学语文老师陈炜君
认为，日常的诗词积累，对学生
们的语文语感有很大促进作用。

而初中组的冠军争夺则在
佛山市超盈实验中学和儒林中
学之间进行，此次冠军之争可谓
历届最激烈，双方通过更换四次
题眼，才分出高下。最终儒林中
学凭借更扎实的诗词储备，击败
对手，首次捧起冠军奖杯。“我们
本来目标只是前三，没想到一路
过关斩将把冠军抢了下来。”儒
林中学初一（二）班学生罗欣妍
自豪地说。

最有趣：
在游戏中体验科学乐趣

除了名校风采展和诗词大
会，当天现场还设有大型亲子互
动汇，各个游戏体验摊位都围满
了人，小朋友们直呼“新鲜、有
趣！”

来自桂城的刘先生带着二
年级的女儿体验“水龙卷”游戏，
学习虹吸、气压等原理。游戏
中，刘同学手持由两个瓶口相对
组成的装置，上方水瓶装满水，
下方水瓶是空的，但水却一点也
没往下流，刘先生晃动上方的水
瓶后，水形成漩涡，并慢慢流到

下方水瓶中。“好神奇！”刘同学
她表示，回家还要自己动手制作
一个来玩。

六年级的杨同学现场完成
了一组摩斯密码破译，这是他第
一次接触摩斯密码，“平时看电
视电影发电报，嘟嘟嘟的声音
就是密码，原来在纸上是以这
样形式表现的。今天我也当了
一回密码破译员。”杨同学高兴
地说。

此外，活动还联动桂城街道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现场设置
了一副巨大的“安全生产”大富
翁游戏，让小朋友和家长在游戏
中学习安全生产小知识。

佛山首届教育嘉年华人气爆棚，大型亲子互动汇和诗词大会同日举行

名校齐聚 支招升学诀窍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炽娴 通
讯员/肖观仁）11月29日，第三届
广东省中小学心理教师专业能力
大赛收官，南海3名心理教师拿到
最高奖个人综合一等奖。其中，
来自桂江一中的老师薛晓燕除了
夺得最高奖综合个人一等奖外，
还夺得了3个项目的“最佳单项
奖”。

本次比赛的决赛时间为11
月27~29日，包括四个比赛项目，
其中三个是单人项目，分别是“心
理活动课教学展示”“心理健康教
育故事讲述”和“个案辅导方案设
计”，以及一个团体项目“心理辅
导知识问答”。参赛选手为广东
省各地级市选拔出的优秀心理教
师，每个学段有二十名选手同台
竞技。

在各比赛项目中，“心理活动
课教学展示”属于难度较大的一
项，选手需提交五节心理课的教
案和课件，以及一节心理录像
课。每个内容都要单独打分，此
项目总分排名第一的选手还要现
场上课。

经过一番激烈角逐，在本次
比赛中，南海派出的3位老师全部

获得最高奖个人综合一等奖，她
们分别是来自大沥高中的庞慧
然、九江职业技术学校的赵凌玲、
桂江一中的薛晓燕。其中，薛晓
燕除了夺得最高奖综合个人一等
奖外，还夺得了“心理活动课教学
展示”“心理健康教育故事讲述”
和“个案辅导方案设计”3个项目
的“最佳单项奖”。

“备赛过程非常艰苦，成绩也
来之不易。备赛时，区教育局学
校健康管理科为我们参赛选手组
建专业指导团队，为我们提供良
好的备赛环境。学校也非常支
持，让我能安心备赛。”薛晓燕说，

“这次比赛让我收获了许多，职业
生涯又得到了一次成长！”

南海心理教师在省级比赛中
夺魁，只是南海心理健康教育结
出硕果的一个缩影。据了解，南
海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佛山市南
海区“品质教育，学在南海”的响
亮品牌，按照“政府统筹、行政推
动、创新机制、规范发展、内涵提
升、凸显特色”的工作思路，大胆
探索、勇于开拓，形成了“行政推
动和专家指导的南海心理健康教
育模式”。

目前，南海区现有230名专
职心理教师，值得一提的是，全区
初中、普通高中、职业学校全部配

备，65%的小学配备了专职教
师。同时，南海已全面落实专职
心理教师享受班主任同等待遇的

规定，培养了一批心理健康教育
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在省市大
赛屡次获得优异成绩。

第三届广东省中小学心理教师专业能力大赛收官

南海3位心理教师夺大赛最高奖

2019 狮山志愿者趣味

运动会举行

300余名志愿者
运动会上大比拼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讯
员/ 唐映雯 邓晓君）近日，“志趣相
投，我们不一Young”——2019 狮
山志愿者趣味运动会在狮山镇狮城
中学举行，来自狮山镇31支志愿队
伍的300余名志愿者参加。

本次运动会是 2019 狮山第三
届“青春π”系列活动之勇闯志阅城
活动之一。运动会设有“义心鼓舞
同心向党”“义击即中 使命必达”等
5个趣味比赛项目，每支队伍在每
个项目中获得的分数相加，构成每
队的团体总分，最终按团体总分情
况排名。

“加油、加油、加油！”赛场上，呐
喊助威声、喝彩声、欢笑声此起彼
伏。在“义心鼓舞 同心向党”比赛
项目中，参赛者需要在鼓不落地、
球不落地的情况下，在鼓面上颠
球，2 分钟内颠的次数越多，得分
越高。

狮城中学爱心义工服务队派出
10名队员参与这项比赛，其中1名
队员负责捡球，另外9名队员每人
拽住鼓身的一根绳子。比赛中，他
们齐心协力保持鼓面平衡，不断颠
球。“我们的配合非常默契，颠了五
十下。”队长袁小红说，比赛项目非
常考验队员的合作能力，“在多次
志愿服务活动中培养出来的默契，
促使我们很好地完成了这项比
赛。”

经过激烈角逐，长信银湾志愿
服务队凭借总分 127 分获得一等
奖；狮山镇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善
曦长者服务分队总分116分，获得
二等奖；狮山孝善爱心服务队总分
111分，获得三等奖。

“比赛第二，友谊第一。”共青团
狮山镇委副书记谢颖光表示，希望
通过活动凝聚狮山镇志愿者力量，
引导广大志愿者“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进一步宣传和普及“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同
时，活动也丰富志愿者业余文化生
活，增进了狮山镇志愿服务队之间
的了解和交流，增强志愿服务队的
凝聚力和归属感。

小学生搭错车
公交司机助其回家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陈志
健 通讯员/杨靖茵）近日，一名小学
生因搭错车迷路，幸好遇到热心助
人的公交车长刘学文，最终平安与
家人团聚。

事发当天上午，佛广公汽里沥
分公司沥06线车长刘学文像往常
一样执行营运任务，车辆由大沥汽
车客运站开往黄岐大桥站。当车
辆开到嘉怡花园站时，后方传来一
阵喧闹，有一位乘客告诉刘学文，
后面有一名小学生在哭。刘学文
见状，马上将车子安全停靠在路
边，并上前了解情况。

原来，这名小学生本想到曹边
嘉福学校上学，却搭错了车，面对
陌生的环境不知道怎样回学校，心
慌意乱之下连家里的电话号码都
忘了。面对这名不知所措的小学
生，刘学文一边安慰她一边向车队
长汇报。这时，细心的刘学文发现
学生书包上挂着一个校卡，上面有
学校的联系电话。刘学文拨通了
学校的电话，并递上手机让这名学
生和老师沟通。在老师的帮助下，
刘学文终于联系上这名小学生的
家人，并相约在黄岐大桥总站接回
小孩。

面对家长的感谢，刘学文说：
“我也是一个父亲，能够体会为人
父母的心情，守护好孩子，是一个
父亲的本能！作为佛广公汽公交
司机，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名学生的父亲谭先生表示，
这件事对刘车长来说或许只是一
件小事，但对他们家来说却是天大
的事情，对刘车长的感谢无以言
表。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
讯员/黄庆辉）近日，“励志扬长，
梦想起航”2019年狮山镇大圃中
学第三十七届校运会顺利举行。
赛事为期2天，比赛内容包括全校
师生田径比赛、教职工趣味运动
会等。

“青春无限，放飞梦想，专注
高效，争创第一”“明德至善，博学
笃志，二班齐心，所向无敌”……
开幕仪式上，大圃初级中学各个
班级方队喊着整齐口号，穿着独
具特色的班服陆续入场，分别带
来精彩的班级表演。

据悉，共约1200名师生和家
长参加开幕式。大圃初级中学家
委会主席黄朝君表示，整齐的队
伍和精彩的班级表演展现了孩子
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祝愿他
们在学习和生活中都能一往无
前。比赛现场，运动员们个个精

神饱满，斗志昂扬。
据悉，本届校运会是2019年

大圃中学第三十七届体艺节的重
要组成部分。今年10月以来，该

校就开展了“圃中梦”绘画比赛、
“梦想起航”征文比赛、“最美圃
中”摄影比赛、文艺晚会等文体活
动，为学生搭建了挥洒热情、展示
活力的平台。

大圃初级中学副校长林庆表
示，体艺节集中展示了该校校园
文化，展现了学子们的蓬勃朝气，
显示了在“志存高远”的圃中精神
下结出的体艺硕果。同时，这也
是该校推进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和
课程改革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该校体艺教育结出
累累硕果，先后成为首批“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广州体
育学院足球学院教学实践基地，
培养了1名国家一级运动员、11
名国家二级运动员。该校自编的
舞台剧《英雄张大娘》获得南海区
首届中小学校园戏剧大赛初中专
场第一名，该校学生斩获“能言善

语·新时代”南海区首届主持人大
赛银奖、2019年佛山市首届“小小
演说家”青少年禁毒演讲比赛一
等奖等荣誉，不断擦亮体艺教育
品牌。

2019年狮山镇大圃中学第三十七届校运会落幕

体艺教育结硕果 展圃中学子风采

■女子组接力赛，参赛学生奋力冲刺。 （通讯员供图）

■桂江一中教师薛晓燕现场为孩子们授课。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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