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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一中菲律宾校友会第二届理监事就职典礼隆重举行
石狮一中菲律宾校友会第二届职员表

热烈祝贺

名誉顾问：
菲律賓中華總商會 菲華各界聯合會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
菲律賓石獅市同鄉總會 旅菲火輝鋪同鄉會 石獅市第一中學
石獅一中校董会 石獅市一中教育促进会 晉江一中菲律賓校友會
晉江五中、晉興職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 泉州五中（原省晉中）菲律賓校友會
深滬中學暨附中菲律賓校友會 旅菲南安市僑光中學校友會
晉江市永和菲律賓校友聯誼會 旅菲銀江華僑中學校友會
旅菲廈門英華書院（二中）校友會 旅菲僑聲中學校友會
金井毓英中學菲律賓校友會 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 旅菲福建中學校友會
晉江市新塘瑞鵲僑中旅菲校友會 旅菲石獅市第八中學校友會
泉州培元（二中）中學菲律賓校友會 蚶江鎮各學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
泉州晦鳴中學（七中）菲律賓校友會 南安市成功中學菲律賓校友會
永春縣各學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 晉江安海養正菲律賓校友會
石獅二中菲律賓校友會 英林中學菲律賓校友會
旅菲泉中（六中）校友會 香港培僑中學菲律賓校友會
旅菲首峰中學校友會 晉江南僑中學菲律賓校友會
旅菲永寧中學校友會 晉江華僑中學菲律賓校友會
旅菲石獅市華僑中學校友會 菲華南安市南星中學校友會
菲律賓晉江市羅山中學校友會 陽溪中學菲律賓校友會
晉江瑞鵲學校旅菲校友會 陳埭鎮各學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
晉江三中、金井中學金井僑中、晉江職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
泉州一中（原晉江縣中）菲律賓校友會 石獅五中（伍鴻僑中）菲律賓校友會
晉江季延菲律賓校友會
顾问：
李逢梧 蔡友鐵 李榮郇 林玉燕 曾福應 戴宏達 盧祖蔭 黃錫堃 許長榮
蔡志河 楊華鴻 陳德順 戴國興 黃攀桂 蔡永檸 蔡長裕 戴國安 趙啟平
侯澤欽 柯志超 莊金耀 洪炳坤 王松齡 楊思育 蔡榮旋 陳輝煌 林清願
許天明 王國正 施純程 蘇金璧 莊天補 施培銓 陳志猛 戴國治 陳曉鈞
柯賢粒 姚金鎮 王文展 林乘福 王書侯 施萬軫 施清偉 林少淩 顏長偉
鄭小生 柯維漢 陳長波 蔡文默 陳文景 施純程 蔡新社 蔡祥維 莊清河

施天乙 丁勁樟 陳增文 孫明強 李鴻銘 王來法 張年習 許澤恭 郭從旺

李朝暉 王金釵 林樹徹 施欣獎 柯志超 張懷義 陳玲雅 王文森 蔡明傑
戴自強 莊志榮 陳清秒 周宗典 曾淑霞 曾金龍 陳培德 洪珊誼 吳榮德

楊端貞 蔡華讀 陳奕鴻 林文舉 戴宏博 邱清往 洪五一 盧連興 施欣獎
王金盾 柯金博 謝自來 陳佳獎 蔣錦源 施學壇 董倫意 吳華彬 陳天賜
吳彥進 蔡文忠 林金山 李良燦 蔡章作 蔡明凱 蔡敦仁 吳光級 楊金陽
顏永洲 許友清 蔡文生 蔡奕棋 王清涵 蔡文藝 董群陸 莊美端 洪清滿
吳戎戎 蔡志偉 李慶榮 黃攀桂 王名渠 王榮忠 許振基 陳燕燕 蔡沈陽
吳子涵 李世協 施能轉 黃建立 王志欽 邱文言 林清源 許培明 方超瑜

洪梅生 柯智超 高維澤 蘇瑞星 蔡文憑 洪愛群 吳奕勵 吳宣照 洪 峻

永远荣誉会长：楊孫西 王亞南

名 誉 会 长：許海港

指 导 员：陳文鈞

会 长：林國宵
执行副会长：邱鴻圖

副 会 长：王傳照 郭源耀 蔡芳恩 吳瀟湫 黃毅鵬 戴世欣 洪明鍛

施建雄 龔強強 施建英 張其樂

常 务 顾 问：王傳進 楊健康

监 事 长：吳榮義

副 监 事 长：邱國樂 林福生 王美虹 蔡曉坦 黃文鋼 黃德志 戴美亮

蔡茂權 蔡茂世 邱國芳 歐陽曉程 洪友藝 王鴻麟

林文藝 楊景梁 富振明 林佳炎

咨 询 委 员：許小紅 蔡培泉 盧秋燕 黃華楚 吳華鐵

秘 书 长：邱雙榮 陳玲瓏 陳莉莉 顏英英 蔡珊珊 莊夏娜

财政主任：蔡華棉 張錦華 吳響兒

总务主任：董一吕 施桂森 高雅雅 高雅珊

外交主任：邱小綿 高幼妮 高志聲 鄭少華

文教主任：蔡麗綿 高金閘 蔡友林 謝鴻宇

中文书主任：許小美 高建議 郭世響 郭加力
西文书主任：黃文詩 傅錦育 龔婷婷 蔡少華
福利主任：王建淸 王清白 陳棍棍 曾子欣
建设主任：陳綿綿 佘炤展 戴耀欣 高長存
组织主任：蔡英梨 黃火箭 胡永獻 曾煥倫
联络主任：林淨楣 郭少雲 陳婷婷 施萍萍
宣传主任：紀慶東 黃聰海 戴丹璐 魏藝藝
经济主任：王育龍 蔡雅榮 楊雅雅 歐陽曉志
康乐主任：高英翠 高雄益 邱奕深 吳清芽
新闻主任：莊珊珊 龔香香 蔡仕函 蔡銀鈴
纪律主任：丁高翔 施恩典 黃清楚 蔡以勒
保管主任：蔡雅鐘 龔洋洋 蔡志超 林金虎
工商主任：蔡鸿图 林坤煌 刘荣华 王金灿
资讯主任：蔡懷燦 吳莎莉 吳虹瑜 蔡文懷
稽核主任：蔡朝懷 龔文賓 吳國曙 邱文煌
调解主任：蔡宏达 李鸿源 吴彬彬 蔡金万
庆典主任：楊海賓 蔡美亮 陳德慰 洪衍坤
设计主任：林金城 廖小味 黃輝雄 黃輝燚
特别主任：吳國少 施養爽 黃清濃 黃美綏
联谊主任：高德意 吳卿照 蔡翠屏 施正焚
理 事：
侯靜怡 施清偉 王金榜 楊華劍 吳金鐘 謝清渝
楊少喬 蔡阿小 蔡清科 施珊珊 蔡偉鐸 林育彬
蔡恒彬 楊逢賢 龔萬義 陳文凱 蔡永興 周培瑜
施志遠 洪鴻程 胡少欽 蔡亞回 蔡莉莉 蔡超凡
吳輝凡 蔡瑞堅 施娟娟 黃婉雅 高德霜 黃少明
李少鑫 吳榮峰 高櫻慎 蔡漢傑 邱偉哲 許健康
戴綿綿 陳佳猛 王名楚 郭明鑽 楊景昆 許文城
吳碗如 戴耀新 黃煌建 黃奕利 吳少樂 林怡佳
蔡遵迎 侯世煌

石狮市第一中学 石狮市第一中学董事会 石狮市一中教育促进会 贺

9月30日，当清晨

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教室时，

凤里街道第二中心幼儿园小三班

的保育员许绵绵早早便到岗，只见她

利索地系上咖啡色的围裙，开窗通风、消毒杀

菌、擦桌抹窗，在忙碌紧凑的环节中等待孩子

们的到来。上午7时30分，家长们陆续送孩

子入园，从见到第一个孩子的那一刻起，一天

的“重头戏”便开始了。

身为保育员，许绵绵要细致做好“保”的

工作。8时过后，是孩子们的户外活动时间，

许绵绵每日都要观察当天的天气情况，并为

孩子们整理着装。待孩子们活动归来，她又

要负责收拾好他们背上的汗巾，为他们擦拭

汗水，以防出汗的孩子吹风着凉。

9时40分，美术课堂开始，当老师指导孩

子们画画时，许绵绵则在班上来回巡视，观察

每个孩子的课堂情况。“宝贝，安安静静听老

师讲课。”“宝贝，想上厕所从后面走出来。”在

不影响集体活动的情况下，她细心照顾着个

别孩子的需求，配合老师做好参教工作。

11时至11时30分，是她最忙的午饭时

间。开学首月，孩子们的习惯皆在养成阶段，

小朋友挑食、浪费食物、不愿意吃饭等各种状

况频频出现。许绵绵既要随时关注每个孩子

的就餐情况，及时照顾需要帮助的孩子，同

时也要教育和引导孩子们学会自己吃饭和收

拾餐具。在许绵绵看来，保育员不仅只是打

扫卫生、照顾孩子，还要履行好“育”的职责。

中午12时，午休时间开始，孩子们陆续

进入梦乡，此时的她亦不能放松片刻。“有些

孩子睡姿不正确，要纠正他们的不良睡姿；睡

得离空调近的孩子，要尤其关注他们有没有

踢被子……”孩子们的安全对于保育员而言

是最大的压力。14时15分，孩子们陆续醒

来，此时的许绵绵又开始忙碌起来，帮助并指

导孩子们穿衣服、叠被子、上厕所，安抚闹情

绪的小朋友……事情多而繁杂。下午的户外

活动和课堂学习，一环紧扣一环，如同上午一

般，每一个细节她都要细细揣摩。

16时20分，协助把关好幼儿的接送安

全后，许绵绵便着手清洗、消毒工作，大到

教室、活动室、厕所，小到孩子们的生活用

品，完美主义的她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待到检查好门、窗、水电情况，忙完已接近

18时。此时，疲惫的许绵绵才踏上回家的

路。

作为保育员，她总笑称自己是一片“绿

叶”，而在孩子们的眼里，她却是让人信任和

依赖的“生活老师”。

（记者 黄翠林 郭雅霞）

甘当
绿叶

守护
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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