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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体局召开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速读

本报荣成9月23日讯 (通
讯员 宋浩) 日前，荣成市
教体局召开“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工作会议，全面启动教
体系统的主题教育活动。市
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市
教体局局长、党组书记张永
波同志作动员讲话。会议由
市教体局党组成员、市教育
事务服务中心主任王晓寒同
志主持。

会议指出，市教体局和
各基层学校务必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增强开展此次主题
教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精准把握此次主题教育
的总要求和目标任务，把主
题教育与推动当前教育发展
有效结合起来，以坚强的党
性、认真的精神和务实的作
风，扎扎实实抓好各项工作
的落实，为加快全市教育和
体育工作健康有序、创新发

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
证。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
彻落实好省委、市委决策部署，
结合教育自身的实际，严格对
照全市主题教育工作会议提到
的“十个有没有”和教体系统是
否存在“四个能不能”和“十个
有没有”，扎实推动主题教育与

“坚持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结合
起来、与“深化师德师风建设”
这一重点结合起来、与“推动教
育和体育改革创新”这一核心
结合起来、与“抓牢校园安全稳
定”这一保障结合起来，以彻底
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违背初心
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努力实现
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
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
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
目标。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严
格落实责任，要加强督促指

导，要积极宣传引导，努力在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在市委指导组的精心指导
下，不忘初心再出发，牢记使
命勇担当，扎实做好主题教
育各项工作，以优异的主题
教育成效向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献礼。

市委主题教育指导组第
十一组组长孙波出席会议并
讲话，要求要准确把握主题
教育基本要求，学懂吃透主
题教育根本任务、总的要求
和措施目标；要扎实有序推
进主题教育开展，坚持以上
率下、从严从实、统筹推进；
要严肃认真做好巡回指导工
作，认真履行指导职责，切实
抓好责任主体，注重加强自
身建设。会议上，市教育人才
服务中心主任尤红伟同志传
达了我市“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近日，荣成市图书馆一开
馆就走进一批客人，在书库里
翻检着，鉴别着……原来，他们
是来自市第三十二中学的语文
教师，为学校的“图书漂流”工
程挑选新书目的。

在选书现场，老师们对着
提前准备好的选书清单，比较
着，挑选着。这些图书涵盖了文
学、历史、科学、寓言故事等多
个方面，满足了不同爱好的家
长、学生的多方面需求。图书挑
选好后，老师们又忙着为新书
登记造册、捆扎打包、搬运装
车。一上午的工作虽然很累，但
大家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从
内心发出幸福的微笑。“图书漂
流”是市第三十二中学与市图
书馆联手打造的文化惠民工
程，市第三十二中学每季度从
市图书馆挑选500本图书，充实
学校图书馆，优化师生阅读资
源。

刘建亭 于巧玲
9月16日至9月20日，荣成

市世纪小学开展了青年教师课
堂教学展示评比活动。此次赛
课由各年级组和各科的青年教
师参与，分管领导和学科骨干
老师、同组老师参与听课、评
课，并担任评委。

此次所有的参赛课，节节
皆有亮点。如一年级的苏明燕
老师从教时间不长，进步非常
快，在课堂上就能看出她坚实
的基本功。苏老师执教的是一
年级数学课《10以内数的比较
大小》。小苏老师用孩子们熟悉
的拔河比赛将学生带入学习情
境，导入言简意赅，紧扣主题。
小苏老师温和的教学风格和综
合的课堂组织能力，集中了学
生注意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
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提
高了教学效率，达到了教学目
标。

王艳娜
9月18日，是世纪小学为期

三周的队列形体训练成果展示
的日子。世纪小学队列比赛正
式在教学楼前的红砖上拉开帷
幕。首先上场的是四年级的同
学，只见同学们身着绿色校服，
脚蹬小白鞋，迈着坚定有力的
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上场了！
你看他们目光坚毅地望着前
方，随着军体嘹亮的口号声做
着整齐划一的动作：没有一个
同学的动作稍快一点或稍慢一
点；没有一个同学的手不是紧
紧地贴在身体上。紧接着，其他
年级的同学也陆续上场了：秋
风飒飒，吹不尽同学们心中昂
扬的斗志；秋意融融，诉不完少
年们脸上飞扬的青春！

队列比赛终有尽时，但团
结奋进，努力做到最好，不负青
青韶华的比赛精神却不会随之
消逝。

唐永方
为了提升辖区居民对垃圾

分类的意识，提高大家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关注度，9月20日上
午，“给垃圾分家 做环保达
人”讲座走进曙光社区。

王文雅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

山东荣成石岛实验小学少先队
开展“爱牙护牙”主题教育活
动。辅导员老师聘请在医院工
作的学生家长来给队员们讲解
口腔健康知识。通过阿姨的讲
解，队员们了解了保护牙齿的
重要性；牙齿的医学保护方法
和自我保护方法，正确的刷牙

233方法，以及怎样漱口，怎样
使用牙线等。听了阿姨的讲解，
队员们意识到自己原来的许多
行为都给自己的牙齿造成了伤
害，今后一定要改掉坏习惯，保
护牙齿，从现在做起。

于爱玲
2019年9月16日至22日，是

我国第22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
传周。石岛实验中学根据实际
情况，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活动。

在推普活动中，校长牵头，
由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小组与各
年级主任组成推普周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宣传发动、计划安
排、监督实施、检查评估。学生
积极参与、认真感受，在自我提
升的基础上，也带动和影响到
家庭与社会，形成了教育的合
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周一
升旗仪式上，举行了“推广普通
话、规范语言文字”的宣传动员
启动仪式，倡议全校师生养成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良好习
惯。

李伟静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是党的十九大作
出的重大部署。9月18日荣成市
第二十三中学举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动仪式,
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仪式由王副校长主持。第二十
三中学党总支部书记、校长李
晓刚同志传达市教体局关于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会议精神，并对学校
主题教育作了安排部署,同时提
出在教师中开展“三比三提升”
活动等相关要求，动员全体党
员提高政治站位 ,扛起政治责
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
负责地把主题教育组织好、开
展好 ,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

谷大鹏 隋迎丽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即将

到来之际，2019年9月19日下
午，荣成市第三十三中学在办
公楼前举办了以“祖国在我心
中”为主题的朗诵比赛。阎洪伟
副主任致开幕词。《歌唱祖国》
的大合唱拉开了比赛的序幕。
最终，八年级一班、二班获得一
等奖，七年级一班、二班，六年
级一班、二班获得二等奖。

此次朗诵比赛，弘扬了民
族精神，品味传统文化，抒发爱
国热情。既赛出了风格，又赛出
了水平，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的
校园生活，让全体师生接受了
一次爱国主义的洗礼。相信在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三十三中
的老师和学生，会更加珍惜宝
贵的时间，努力学习做栋梁。

姜燕 宋文军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与家长

之间的沟通合作，共建向美、和美
教育，让学生健康成长，荣成市第
二十三中学于9月11和12日，分别
召开了中小学段的家校共建会。
会议分为两部分：一是年级家长
课堂；二是各年级各班家长会。一
直以来，二十三中学区为了建设
家校沟通绿色通道，更高提升家
校育人水平，多措并举举行家长
讲堂。本次新学期家校共建会的
举行，让学生家长们进一步认识
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充分理解
学校开展的各项工作。“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相信二十三中
学大家庭中的每个小家和谐、阳
光、向上、书香，孩子们定能健康
茁壮成长。 谷大鹏 隋迎丽

二十一中学多举措推广普通话
本 报 荣 成 9 月 2 3 日 讯

( 通 讯 员 宁 春 燕 董 华
玲 ) 9月 1 6日至 2 2日是第
2 2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
周，为了更好地促进学校语
言文字工作，提高师生普通
话水平，养成“说普通话，
写规范字”的校园用语用字
的良好习惯，市第二十一中
学区紧紧围绕“普通话诵七
十华 诞 ，规 范 字书爱 国 情
怀”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
列宣传活动。

教师节前夕，学校组织
了“铸师魂 颂师恩”诗歌

朗诵比赛拉开了推普活动的
序幕，增强了全体师生的语
言规范意识和推广普通话的
参与意识，培养了学生良好
的文学艺术素养。

同时学校利用家长会契
机，向家长进行推普宣传，
让全社会认识到推广普通话
对消除语言隔阂，增进人际
沟通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等方面的意义。

学校还开展了“说普通
话，写规范字”活动。以班级
为单位召开主题班会，开展
朗读比赛，纠正学生发音，

提高学生普通话水平；各班
级利用周末组织学生制作手
抄报，开展手抄报评比；开
展了“汉字规范书写”展示
活动。通过活动，提高学生
对正确字、规范字的认识，
了解汉字的博大精深，激发
规范书写的热情。

通过系列推普周宣传活
动，增强了全校师生说好普
通话书写规范字的意识，营
造了良好的规范用语用字氛
围，对于学校言语言文字规
范化工作的深入持续开展具
有重要促进作用。

斥山中心完小举行社团纳新活动

本 报 荣 成 9 月 2 3 日 讯
( 通 讯 员 谷 大 鹏 钱 英
英 ) 斥山街道中心完小将
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作为学校工作的重点，从学
生兴趣出发，以提升学生综
合素养、推动学校素质教育
发展为目标，在各年级积极
推进新学年社团纳新活动。

新学期在德育处的牵
头下，各年级分头行动，大
家在一起共同商讨、出谋划
策，以求制定出最完善的活
动 方 案 。社 团 老师分 工 明
确，利用空暇时间在一起讨
论纳新计划、纳新目标、社
团简介等事宜，为活动的开
展做了最充足的准备工作。
9月16日、17日活动课，斥山

完小的操场异常热闹，新学
期社团纳新推介活动在隆
重上演。在新学期学校德育
处的统一组织协调下，微视
觉、象棋、手工、英语脱口
秀、朗读、种植等 1 0余个社
团 集 体“ 摆 摊 ”招 募 新 成
员。为了展示社团特色，吸
引新成员的加入，各个社团
指导老师都做了精心准备，
卖力宣传，有的设置了独具
特色的宣传海报展板，有的
带来了社团小作品，有的通
过个性化的表演展示了社
团的风采，各社团指导老师
还热情地为同学们做着讲
解，吸引了众多的学生的眼
球 。同 学 们 怀 揣 美 好 的 憧
憬，勇敢的加入到报名队伍

中，从容不迫的应答社团老
师提出的问题、自信满满的
展示自己的才艺。

有了学校和年级的顶
层设计、有了老师们的精心
准备、有了同学们的积极参
与，各年级新学期社团纳新
活动圆满成功。社团纳新活
动是让广大学子了解社团、
参与社团的一个良好平台。
社团活动为同学们创造了
成长自我和展示自我的机
会，更好地帮助同学们发展
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为同学
们的个性化成长奠定了坚
实基础。相信，同学们在新
学期的社团活动体验中，一
定会积极参与，主动发展，
不负韶华，成就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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