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狮市教育局文件
狮教中〔2022〕10 号

石狮市教育局关于举办 2022 年秋季教学
教研公开周校际交流研讨活动的通知

各中学：

为进一步提升办学内涵，提高办学品质，发挥示范辐射作

用，努力创建“泉州市初中教育综合改革新优校”，推动我市

初中教育高质量发展，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石狮市实验中

学将举办主题为“基于课程标准的智慧课堂学习评价探索”的

教学教研公开周校际交流研讨活动。请各中学按照相关要求组

织相应年级相应学科教师准时参加活动。

附件：1.2022 年秋季实验中学教学公开周校际交流研讨活

动安排表

2.石狮实验中学秋季作息时间表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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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1

2022 年秋季实验中学教学公开周校际观摩研讨活动安排表
2022 年秋实验中学市级开放周活动安排

日期 午别 节次 科目 授课教师 职称 开课课题 授课地点 班级 联络人员 评课地点 指导老师

2022 年

11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

2 体育 吴华清 一级 篮球运球绕杆往返 操场 九年 1 班 邱少彬 办公楼 301 邱少彬

2 地理 刘芬芳 一级 土地资源 录播室 八年 6 班 施明丽 录播室 施明丽

2 政治 李思沁 二级 3.2 与世界深度互动 办公楼 205 九年级 5 班 王琦焕 办公楼 205 王琦焕

下午

6 信息 龚素兰 一级 数据图表的创建与设置 电脑室 七年 12 班 谢去非 电脑室 谢去非

6 班会课 谢阿红 一级 调整心态，为自己喝彩 录播室 九年 14 班 宋明鸿 录播室 宋明鸿

2022 年

11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

2 音乐 蔡绵绵 一级 共青团员之歌 201 办公楼 八年 3 班 刘美萍 办公楼 201 刘美萍

2 生物 王盈盈 一级 20.4 性别和性别决定 办公楼 205 八年 8 班 吴光鑫 办公楼 205 邱秀月

2 物理 黄雪香 一级 密度的应用 录播室 八年 7 班 施文集 办公楼 204 李月婷

3 物理 吴昭琪 一级 电功和电功率综合计算专题 录播室 九年 9 班 吴蔚 录播室 柯聪华



下午

5 英语 李巧莉 一级 九上 Unit4 Topic1 SectionC 录播室 九年 1 班 黄仔兰 办公楼 310 黄仔兰

6 英语 邱婴端 一级 八上 Unit4 Topic2 SectionC 录播室 八年 9 班 蔡燕芬 办公楼 204 蔡燕芬

7 英语 李锦仙 一级 七上 Unit3Topic2,sectionB 录播室 七年 13 班 李晴萱 录播室 李晴萱

2022 年

12 月 1 日

星期四

上午

2 历史 蔡倩茜 一级 三国鼎立 办公楼 205 七年 9 班 黄真真 办公楼 205 许佩琳

2 化学 蔡嫔娜 一级 金属防护和废金属回收 录播室 九年 1 班 颜棉棉 录播室 帅小宝

下午

5 数学 黄雅静 一级 相似三角形模型——子母型 办公楼 201 九年 9 班 蔡良灿 办公楼 204 吴秀锦

6 数学 庄龙美 一级 线段的长短比较 办公楼 201 七年 14 班 巫菲凡 办公楼 201 巫菲凡

5 语文 陈清方 一级 谈创造性思维 录播室 九年 7 班 黄美津 办公楼 310 黄建业

6 语文 杨秀治 一级 如梦令 录播室 八年 1 班 刘艺艺 录播室 刘艺艺



附件 2

石狮实验中学秋季作息时间表及注意事项

1.石狮实验中学秋季作息时间表

（1）作息时间

上午 第一节 08：00 —8：40 第二节 8：50—9：30

第三节 10：00—10：40 第四节 10：50—11：30

下午 第五节 13：50—14：30 第六节 14：40—15：20

第七节 15：30—16：10 第八节 16：20—17：00

（2）注意事项

①实验中学位于石狮市群英北路 142 号，具体位置如下：

②疫情期间请做好个人防护措施，积极配合安保人员工

作（戴口罩、出示八闽健康码、测体温等）。

③学校实行人车分流车辆管理制度。每天 7:00—7:40，

11:30—12:30，17:00—17:40，所有机动车辆只能从大仑街的

西门进出。其他时间段，机动车辆仅从群英路东门进出。建议



老师尽量拼车出入。

④联系方式：办公室电话：68883286；联系人：王副校长



（13799584517）；邱副主任（18959880006）参加听课的老师

先到综合办公楼一楼报到处签到，再到相应授课地点领取听课

资料，听课结束后请积极参与评课。

2.实验中学平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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