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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中小学生又有福利了——
—今
后在学校就能学吹萨克斯。
8
日晚，
在厦门爱乐音乐厅，
厦门萨克斯专业委员会正式成
立。据了解，
该专委会隶属于厦
门市管乐协会，
由协会常务副会
长韩伟发起并组建，
是福建省首
个萨克斯专业委员会。
“厦门喜欢和学习萨克斯
的人很多，且大多数都是在校
学生，学习时间和途径都难以
安排。”厦门萨克斯专业委员
会会长韩伟介绍，同时，各个学
校也越来越重视学生的多元化
培养，
因此，专委会成立以后的
首要任务，就是促进和引导厦
门萨克斯教育的普及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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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小镇入选全省首批创建特
色小镇名单，是厦门唯一一个
入选的特色小镇。实际上，
从去
年开始，特色小镇就成了全国
范围内的热门词。
8日 上 午 ，
2017区 域 文 化
与中国特色小镇建设高峰论坛
在厦门大学举办。据称，
这也是
福建省首届特色小镇行业高峰
论坛。据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
授张先清介绍，福建省28个首
批特色小镇文化比重很大，文
化旅游类占14个，
也就是说，
传
统文化类及文化旅游类的特色
小镇接近60%。
作为资本市场的从业人士，
中国新三板研究院的执行院长
陈中坚认为，
对于特色小镇的类
别，
还是应该有所限制的，各地
应该尽量多报一些具有鲜明产
业特色的小镇，
而不仅仅是文旅
类。在他看来，
特色小镇不一定
是古镇，他更倾向于创建镇，
像
浙江那样，
把中国梦与古色古香
的山水结合起来。 ;9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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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鹭岛少年”2017年厦
门市小学生合唱比赛中，集美
区曾营小学蓝帆合唱团荣获金
奖。作为一所百年名校，
曾营小
学还是集美区唯一一所拥有管
乐团的学校。在曾营小学校长
叶秀萍看来，在校园设立管乐
团和合唱团，孩子们不但在意
志品质上有很大提高，还能增
强团队意识，对学习也是一种
促进，
“这些音符之外的东西，
成了他们成长路上的主旋律”。
早年间，曾营小学决定开
设合唱团和管乐团时，报名的
学生不多，真正学过乐器的学
生更少。此外，
绝大多数的家长
对孩子报名参加合唱团及管乐
团也有担忧，怕影响孩子的学
习。在这样的情况下，
曾营小学
仍坚持艺术团队建设，在音乐
老师张春笋的组织下，第一批
校园管乐团和合唱团组建。
如今，家长们越来越支持
孩子参加艺术活动，有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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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迅速增多，学校选拔的余
地也越来越大。
学习管乐与合唱，也让更
多孩子有了进入岛内名牌中学
的机会。叶秀萍告诉记者，
在每
年小 升初 的艺 术 特长 生测 试
中，曾营小学管乐团和合唱团
的不少学生们都能以优异成绩
考入厦门一中等名校，
“孩子
参加艺术活动后，虽然变得忙
碌了，但学习生活却都能安排

得很有条理，这一方面也是自
控能力提高了”。张春笋告诉
记者，合唱团和管乐团训练是
一门综合艺术，需要多方面的
默契配合，
这对孩子们来说，
同
样是一种团队意识的锻炼。
张春笋表示，年底曾营小
学的校园管乐团将在鼓浪屿音
乐厅办一场管乐专场音乐会。
他希望将来孩子们能到更多学
校巡演，
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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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来了夏天，
也吹来了暑假。
即使骄阳似火，也挡不住孩子
们激动雀跃的心。最近厦门有
什么精彩活动适合孩子们参与
呢？记者这就为您梳理梳理。

台北历史博物馆的故事、英文
故事屋、
科普实验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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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少图同样为孩子们准备
了丰富多彩的暑期活动，
读书、
演讲、
朗读等活动等你来参加！
热门的 “阅读手工 坊”
cdefghijklm “电子书工坊” 等亲子活动接
市少图还为家长
暑期担心孩子无所事事？ 连上演。此外，
们提供了 “幼小衔接”“厦门
没关系，市图书馆准备了精彩
国宝”等多场沙龙活动。
的活动。
如果您的孩子是五年级以
厦门市图书馆 7月将会安
上的学生，
且想了解学习图书馆
排多场读者俱乐部活动。除了
理论知识，
市少图的中小学生暑
有中英文类型的分享会外，更
期社会实践将是不错的选择。
有亲子共读活动，家长们可以
与孩子一起在书海里畅游。此
外，市图书馆还为孩子们准备 xyz;{|}~d
暑假来啦，厦门科技馆引
了多场知识讲座主题活动，如

进自东南亚海底的 “最毒天
团”与孩子们见面，引发一轮
参观热潮。
身披斑纹外衣的蓝环章鱼
是“最毒天团”的领军人物，号
称世界十大毒王之一。它的墨
汁毒性比眼镜蛇高出 49倍，
仅
一只就能毒杀 26个成年人。
被评为世上 “最丑最毒”
的石头鱼同样不可轻视，它身
上有多处瘤状突起，一旦不小
心踩到，脊背上像针一样锐利
的背刺就能轻易刺穿脚掌，使
人疼痛不堪直至死亡。
此外，狮子鱼、木瓜、长刺
海胆、五脚虎等各种“毒门高
手” 都在科技馆等着大家，它
们将展现海底最真实、最残酷
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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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周末，
70名来自思明
区东部片区的中小学生，在厦
门外国语学校瑞景分校体验了
—
一回“高大上”的夏令营——
全程英文对话不说，还要学习
各国文化。
厦门外国语学校举办外语
夏令营已有多年历史，而延续
厦外外语特色的厦门外国语学
校瑞景分校，此次为其建校后
首度承办思明区英语口语夏令
营。7月 7日 -7月 9日，为期
3天的夏令营，让参加的孩子们
不只是学口语这么简单，还考
验了他们的思辨性。
就拿中学组的课程来说，
参加夏令营的均为初一学生，
在夏令营期间，他们要用英语
学习金砖国家的历史、地理、政
治知识，设计介绍海报，末了还
要模拟谈判。小学组的活动也
不逊色，除了外教口语课外，还
要学习英文歌曲、进行剧本表
演，更有极具创造性的 3D打
印实践与展示课程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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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2：
00，
2017年福建省本二批次招
生咨询会厦门场将在华厦学院
图书馆举行。届时，省内 20多
所本科高校招生负责人将在现
场接受咨询，帮助考生和家长
科学、
合理地填报志愿。
据称，当天也是华厦学院
的校园开放日，该校将在咨询
会现场 “校史馆 -华厦厅”接
受咨询，并开放校区让考生和
家长深入了解学校。
该校位于集美文教区天马
路 288号 （高铁厦门北站 对
面），家长和市民可乘坐公交
或自驾前往，咨询电话是
0592-6276222、
627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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