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作文赛 为了提高学生语言
建构与运用这一核心素养，近日，
新都小学举行主题为“童心飞扬，
妙笔生花”新都学区(小学)现场作
文大赛活动。(孙志红 江丽萍)

安全演练 为提高师生紧急避险
能力,近日，长峰小学开展了防空
疏散演练。（姚安楠 钟苏丹）

爱眼护眼 为提高学生爱眼、护眼意
识，近日，锦华小学多种形式开展了

“爱眼日”主题教育活动。(蔡永勤)

《家乡的海与山》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去过非常多的

地方，但是家乡威海在我心中却是最美的，尤其是
那一望无际的海和秀丽幽静的山。

家乡的海，湛蓝无比，一个个岛屿像一串珍珠
散落在海面上。波浪齐齐地向岸边扑来，气势汹
汹，像千军万马一样，在岸上奏出美妙壮阔的音
乐。一艘艘御风而行的帆船在海上冲出一道道快
乐的浪花。一群群海上的精灵——— 海鸥，时而收起
翅膀，在礁石上驻足玩耍，时而昂头在天空欢快地
盘旋，时而一个俯冲，以闪电的速度抓小鱼吃……

最令我难忘的，是那日出时的海面。太阳越升
越高，刚开始它还害羞地藏在那轻纱似的微云中。
可一眨眼的功夫，它一下子刺破最后一层微云，刹
那间，东方金光四射，海面仿佛铺上了一层闪闪发
光的碎金。如此壮阔的美景，真是令人陶醉。

家乡的山很特别，从不会孤傲地跟城镇保持
着远远的距离，而是和人“黏在”一起。许多房子都
是依山而建，打开窗户就能看到绿色的山。清风徐
徐吹来，清新的空气让人神清气爽。

家乡的山都不是很高，但景色却不输名山大
川。山路蜿蜒、松涛阵阵，透过树冠缝隙，还可以看
到蔚蓝的大海。登上山顶，绿色的森林、蔚蓝的大
海全部映入眼帘。如果在雾天的时候爬到山顶，周
围云雾缭绕，好像置身在人间仙境一样。

家乡的海与山，是家乡的灵与魂。她们不仅让
我惊叹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而且让我的心灵充
满了自豪与骄傲，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们总
是会给我心灵送来一束光，重新点亮我心灵的每
一个角落。

美丽的家乡，永远带给我美丽的心情、美丽的
记忆。

威海市实验小学 5年级4班 鞠传丰
指导老师：刘煜超
点评：小作者语言优美细腻，生动写出了家乡

海与山的独特魅力，画面感十足，同时字里行间可
见小作者对家乡的热爱，赞！

悦阅乐“王一梅”作文专栏

环翠教育专项研讨会在古寨小学举行
本报威海8月6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倪素静) 为进一步促进环翠区小学数学基于课
程标准的“教学评一致性”教学策略研究，发挥名
师工作室的辅助带动作用，搭建各校“核心问题统
领教学”共享共研平台，近日，环翠区小学数学学
科基于课标教学评一致性下的“核心问题统领教
学”专项研讨推进现场会在古寨小学举行。此次活
动，为各校搭建了共研共享的平台，进一步推进了
区“四项行动”2 . 0版与学科教研的无缝对接、深度
融合，让数学教师们不仅从关注知识走向聚焦素
养，同时更进一步聚焦高阶思维的培养。

荣成一中刘明霞滨州送教获好评
本报威海8月6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龙玉芳) 为扎实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更好地
履行“服务学校发展”的理念，应禹城市、滨州市、蒙
阴县三地教育局邀请，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近期
组织部分学科教师开展了赴禹城、蒙阴、滨州等三
市“送教助教”活动。

近日，荣成一中教师刘明霞作为荣成市高中心
理健康课程团队的代表前往滨州邹平市黄山中学
进行了送教活动，滨州市60多位心理老师到场听
课。刘明霞老师讲授的《走出“受害者”的“天堂”》一
课获得听课专家及教师的一致好评。

荣成六中启动高效课堂建设晒课

本报威海8月6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田希岗 刘庆艳) 近日，荣成六中启动了“高

效课堂建设晒课”活动，通过课堂晒课，教师们将
恰当学习目标的设置，课堂教学流程的科学设计
与多种学习方法相结合，把讲练结合与深度提问
相结合，在和谐、紧张，充满温情的课堂氛围展示
了高水平、高效率的课堂。晒课中，老师们通过导
学案设计的目标分解及多种手段将新授课与习
题讲评课的课堂授课演绎得充满激情，不仅完成
了教学进度，更能使学生充分理解和当堂运用所
学的知识和技能，产生深刻印象。

古寨小学举行家长教养策略培训

本报威海8月6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倪素静) 为让家长更好了解学生在校的学习

生活情况，近日，古寨小学分级部在各班教室举
行“我的国·我的家·我的班”家长教养策略培训
暨家委会联席会议活动。

此次家长教养策略培训暨家委会联席会议
活动，引起家长们的共鸣和思考。家长们纷纷认
识到孩子教育离不开家长的陪伴和引导，要用发
现的眼睛多发现优点，给予孩子持久关注和耐心
等。

城乡少年手拉手 爱心结对共成长
本报威海8月6日讯(记

者 陈乃彰 通讯员 杨
吉国) 暑期伊始，城里中
学应拉手学校枣庄二十三
中邀请，开展了“城乡少年
手拉手 爱心结对研学
行”活动。初一至初三级部
学生、老师、家长共102人
参与了此次活动。

据了解，自2016年开
始，威海市城里中学与枣
庄市二十三中结成扶贫协
作帮扶对子。一直以来，威
海市城里中学从理念上引
领、资金上支持、物资上帮
扶，同时不断深化校际间

领导、教师和学生的教育
教学交流，促进其快速发
展。六月份，城里中学初四
老师赴台儿庄进行了送课
活动，效果显著。

此次活动，学校结合
了教育部“圆梦蒲公英”
活动，省少工委关于与结
队小伙伴开展一次见面
互访、分享一句人生格言
等“五个一”活动要求，学
校也为此次爱心活动设
计了爱心体验单，在体验
中收获。城中学子根据所
了解的二十三中学子的

“微心愿”，精心准备了礼

物，并附上爱心留言卡
片。

当日，城中学子受到
了二十三中师生的热烈的
欢迎。枣庄市第二十三中
学在校报告厅举行欢迎仪
式。双方学生代表发言互
致问候，二十三中校长刘
希表达了对城中一直以来
的帮扶活动的感谢。城中
学生处副主任杨吉国点明
了“滨城威海”与“水城台
儿庄”相似的历史渊源，两
校的优势，祝愿两校友谊
深远悠长。92对结对学子
坐在一起，交流互动，相互

赠送礼物，献上美好的祝
愿。结对仪式上，学子们同
唱《我和我的祖国》，向祖
国深情告白。

现场，在专业拓展师
的带领下两校学子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联谊拓展活
动。活动培养了学生的团
队精神和协作能力。

另外，城中学子还参
观了台儿庄古城、台儿庄
大战纪念馆、铁道游击队
纪念馆等红色研学点，让
学子们更深地铭记历史，
弘扬民族精神，珍惜今天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学雷锋 为进一步弘扬新时代的雷
锋精神，近日，长峰小学开展了“学雷
锋”系列活动。(丛艳丽 王贝贝) 入队 近日,明珠小学举行了“我与

祖国共成长”少先队入队仪式。仪
式上共有233名新队员加入了中国
少年先锋队组织。(刘雅楠)

重温经典 近日，皇冠中学举行
了“青春飞扬，精致自我”经典诵
读比赛。学生们以吟诵表演的形
式，集中展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
与经典的解读。(刘显丽)

智慧飞扬 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近 日 ，长 峰 小 学 于 启 动“ 健 脑 体
操——— 魔方进课堂”的活动。(姜红
姚安楠)

微心愿 近日，新都小学联合丽都
社区党支部、迪沙药业集团党支部
等单位举行圆梦微心愿活动活动，
共有100名收到了心愿礼物。(张御
静 栾丽娜)

急救培训 为提高学生自救自护
的应急能力，近日，青岛路小学开
展急救知识培训活动。(王雅琪
李晓蕾)

“瓶中的彩虹”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科学探究能力，激发学生科学创新
意识，近日，青岛路小学开展“瓶中的
彩虹”科学实验活动。(孔福英)

探趣研学行 近日，码头小学五年
级近200名师生走进羊亭欢乐谷植物
种植合作社开展研学活动。(郑林)

钢笔字赛 为提高青年教师教学
基本技能，近日，威海九中组织开
展了教师钢笔字大比武活动。(曲
明秀)

心理健康讲座 为加强学生的心理
健康教育，近日，威海九中开展了《让
孩子体验成功的快乐》家庭教育专题
讲座。(宋颖)

诵读比赛 近日，新都小学举行“书
香满校园，经典咏流传”诵读比赛。

(刘璐)

纳凉晚会 近日，环翠楼街道大
众、南山、杏花村、大桥、峰泉等社
区党总支联合南山小学等共建单
位举办了“我和我得祖国”庆祝建
军92周年社区纳凉晚会。(崔晓燕)

千山情·中国梦 6月1日，千山路小
学举行“千山情·中国梦”庆六一大
型活动。学生们用歌唱、舞蹈等形式
抒发心中的喜悦之情。(张晓丹)

垃圾分类 为让垃圾分类的观念融入
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近日，同德、布
谷夼、西门外、石河、鸿武、大众、大桥、
海城、峰泉等社区党总支联合南山小
学等单位一起举行了“绿色生活 垃
圾分类”实践活动。(崔晓燕)

班级文化评比 为了营造良好的
班级文化氛围，凸显学校文化特
色，近日，明珠小学近期举行了“本
真校园”班级风貌展示评比活动。
(张巧)

周末学习忙充电 鼓足干劲再出发

本报威海8月6日讯(通讯员 刘世状) 为增
强青年干部党性修养、提高审计工作技能，近日，
环翠区审计局组织年轻干部分批参加环翠区委
组织部主办的周六学校学习，学习内容包括党的
建设基础知识和经济指标分析、城建规划等业务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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