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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答辩促学校创建特色课程

速读

本报荣成 1 0月 8日讯 (通
讯员 宋浩 ) 日前，荣成市
中小学品牌学校创建特色课
程建设项目校长答辩活动在
荣成市实验小学举行。此次答
辩会市教体局与上海方略致
远教育集团共同组织举办，市
教体局班子成员、科室负责
人、教研中心分管领导及科室

负责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
校长，分管副校长、中层干部
及骨干教师、11所品牌学校家
长代表参加答辩会。

答辩会上，荣成市 1 1所
品牌学校建设项目负责人分
别就项目名称、项目团队组
成、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
计划等方面进行现场陈述。

评审组成员结合各学校实际
情况，围绕特色品牌的顶层
设计、特色理念的落地、特色
课程的实践、品牌建设与教
学整合等情况对汇报答辩人
一一进行提问，对各学校存
在的问题分析偏僻入里，提
出的改进措施切实可行，汇
报人也针对提问进行答复和

总结。
此次答辩活动，有效地帮

助11所学校分析了各自品牌
创建情况，进一步理清了各学
校项目的设计及实施思路，撬
动了学校特色发展的突破口，
为下一步特色品牌建设明确
了发展方向和目标。

“荣成市中小学品牌学

校建设项目”于今年5月份开
始启动，市教体局按集成式
改革思路，与上海方略致远
教育集团签订协议，通过与
全国教育最优质地区上海的
跟踪学习、对标赶超，汲取先
进经验，创新突破发展，凝练
荣成教育特色，进而辐射带
动我市学校整体提升。

2019年高中教育工作会圆满结束
本报荣成10月8日讯(通讯

员 宋浩 ) 日前，荣成市高
中教学工作会议在荣成市教
体局一楼会议室召开。荣成市
教体局部分班子成员，各高中
正、副校长，年级教学主任，各
学科教研组长；教体局相关科
室负责人；局属事业单位相关

人员，高中各学科教研员，共
计10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上，荣成市教研中心
负责人围绕“落实立德树人目
标”“狠抓教育质量提升”和

“加强基于新课标的备考研
究”三项重点工作，全面总结
了一年来高中教育教学工作

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影响高中
教学质量提升和学校教育发
展的问题，提出了新学年高中
教育教学工作的目标任务，为
新学年的教学工作指明了方
向。

荣成市教体局负责人强
调，一要强化危机意识。二要

明晰发展定位。三是着力推动
改革。四是要发扬大爱情怀。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围绕“提
高教育教学品质”这一核心议
题，积极查找制约本单位教育
教学质量提升的瓶颈问题，积
极借鉴兄弟学校的典型经验，
研究调整新学期的工作思路，

详细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规
划，为新的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开好篇谋好局。要坚定不移地
推行普通高中素质教育的同
时，旗帜鲜明地抓好教育教学
质量，为推动荣成市高中教育
教学工作实现高位、优质、高
效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千人同绘画
共祝祖国好

石岛实验小学举行公益小先锋启动仪式暨
“千人同绘画 共祝祖国好”庆祝活动。

近日，荣成20中学邀请了人
民医院的牙科医生，带领孩子们
走进保护牙齿小课堂。在教室里，
医生为孩子们开展了牙齿健康小
讲堂，用充满童趣的语言生动形
象地讲解牙齿的构成、讲解并演
示正确的刷牙方法和牙线使用方
法，并着重介绍学生们的常见牙
病龋齿和牙齿错颌畸形的种类以
及矫正方法等。在讲解刷牙方法
时让孩子们上台亲身体验正确的
刷牙方法，并加以指导，对孩子们
的疑问一一解答，让他们从小养
成刷牙、爱牙的好习惯。通过此次
活动，学生们深刻了解口腔卫生
和保护牙齿的重要性，增强了口
腔健康的观念。

梁静
近日，荣成市第37中学区党

支部组织党员和教师走访慰问
贫困学生。党员和教师们两人一
组，和班主任带着礼物走访到每
一个贫困学生家里，为他们送去
了书包、文具盒、笔记本等学习
用品。在贫困生的家里，党员和
教师代表对学生本人的学习、生
活等方面情况进行了交流和沟
通；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掌握知
识；好好学习、好好生活。一直以
来，学校十分重视对家庭经济贫
困学生的帮扶工作，每年定期走
访慰问贫困学生家庭，让每个贫
困学生都能感受到学校的关心
爱护，让每一个贫困学生在充满
爱心的校园里和所有学生一样
幸福、快乐成长。

毕凌云 夏莎莎
为提升校园安全意识和师

生快速反应、应急自救能力,近
日，荣成20中开展了“防恐防暴”
应急演练活动。正式演练前，夏
庄镇派出所领导对学校执勤民

警、安保队员、护校队员进行培
训，确保活动顺利开展。逼真的
校园防恐防暴应急演练，揪动着
全体观摩人员的心，帮助学校安
保人员和师生了解遇到突发事
件时的应急措施，提高了校园防
恐防暴意识和能力。李校长强
调：安全工作是学校工作的重中
之重，学校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意
识、责任意识，防范各种突发事
故、安全事故发生，扎实做好校
园反恐防暴工作，创造平安和谐
校园环境，为师生营造平安和谐
的环境。

梁静
日前，荣成市第三十五中学

党支部书记和主要领导带领党
员和教师代表怀着悲痛的心情，
前往革命烈士陵园，深切缅怀革
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前辈的
革命意志，弘扬民族精神。在艰
难卓绝的中国革命斗争历程中，
革命英雄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进行了百折不挠的英勇
斗争，很多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无
所畏惧、一往无前的豪迈英雄气
概。党员教师要以先烈们英勇无
畏、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鼓舞斗
志，以先烈们不求索取一心为民
的奉献精神造福人民，以更加饱
满的热情、更加高昂的斗志为社
会和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建设
人才。

陈明霞
近日，荣成20中开展了“直

面挫折 珍爱生命”活动。由各
班班主任精心准备，为青少年心
理健康成长精心导航。班主任们
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结合提问互
动的形式，帮助同学们解读人类
心理的种种微妙变化。告诉学

生：中学阶段是成长和发展的关
键时期，是成才的重要阶段,青少
年们要了解到所有人都会面对
各种压力的事实。引导学生在成
长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自己的
心理发展特点，分析遇到挫折时
的心理，学会面对心理压力，寻
找发泄心理压力的正确方式，增
强心理素质。”通过此次班会的
开展，不少学生表示，对“挫折”
一词有了更多层次的理解，对成
长中遇到的迷惑的问题，也不再
迷茫。

梁静
近日，市第三十二中学召开

心理健康研讨会，总结了上学期
心理健康网站上传、课程落实、
队伍建设家庭教育等方面工作
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不足，并制订
了新学期目标：进一步规范和完
善心理课程、队伍建设、问题学
生跟进辅导等方面工作；扎实推
进心理健康实践课程建设；开展
社会适应辅导、人际交往辅导、
自我认知辅导课程；利用沙盘等
关注单亲家庭、外来务工子女、
问题学生；开设“心灵信箱”等，
营造人人关注心理健康的良好
氛围。与会人员还就如何加强对
问题学生、特殊家庭学生的教育
问题进行了交流。

鞠华荣 胡海荣
为密切家校之间的联系，增

进家长对学校了解，近日，荣成
市第二十中学召开了主题为“家
校合作，形成教育合力”的新学
期家长会，学校领导、班主任及
四个年级的学生家长出席了会
议。学校高度重视此次家长会，
特邀请市教体局首批家庭教育
讲师团成员——— 梁英红老师，为
我们做《好习惯受益终生》的主

题讲座。家长们纷纷表示感谢学
校定期提供共同学习的机会，让
家长的教育思路清晰了，解除了
对孩子成长的忧虑，对孩子的成
长树立了信心。此次家长会拉近
了学校、老师和家长的距离。

梁静
日前，靖海完小开展“用心

育蓓蕾，催绽希望花”心育汇报
表演。靖海完小一年级举行“用
心育蓓蕾，催绽希望花”军训汇
报演出。为迎接此次比赛，各班
充分利用各种时间来进行训练，
4位体育老师不顾日晒，喊哑了
嗓子，付出无数心血和汗水。为
大家迅速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
奠定了基础。军训结束后，开展
了我给爸爸(妈妈)穿鞋子、我是
啦啦队拔河比赛家校携手共育
成长活动，活动后，学生们一致
表示：今后一定像今天表现的一
样，严格要求自己，规范言行，做
一名合格的小学生！

王雪静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为深
入课堂教学改革，进一步促进学
科核心素养的落地，进行基于深
度学习的深度教学的研究，日
前，市石岛实验中学邀请市教研
中心李吉龙主任为全体老师进
行了《让“三线”备课更走心、让
课堂思维更走量——— 基于质量
提升的教学改进》的专题讲座，
李主任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与
老师们展开了一场思维的交流、
智慧的碰撞。通过此次讲座，石
岛实验中学的全体老师进一步
坚定了课改理念，明晰了课堂教
学改革的方向及教学活动的抓
手，为提高课堂效率，切实提升
教学质量树立了更加坚实的理

论和实践基础。
张金铃

日前，荣成市世纪小学科
学教研组以“携手教研 共同
发展”为主题，开展了一次集体
教研活动。会上，学校分管领导
李静副校长对上学期科学教学
工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充分
肯定了科学教学所取得的成
绩，并分析了本学期科学教学
重难点问题——— 实验与操作，
加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
的培养，这给全体科学教师提
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最后，李
校长对全体科学老师提出了三
点要求：一是要重视备课，加强
集体教研，抓住每一课的重、难
点，提高课堂教学实效；二是重
视教研，有团队意识，统一备
课，汇集智慧；三是要重实验操
作动手能力，促进学生科学素
养的综合提升。

邹云红 孙英
近日，荣成20中学开展了主

题为“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
文明”宣传普及系列活动，以此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师生网
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首先，
各班级召开了网络安全“校园
日”主题班会。通过班会课的学
习讨论，学生进一步对上网和网
络安全有了正确的认识。其次，
举办网络讲座。老师用大量的事
例向同学们阐述了网络的利与
弊，并告诉学生：网络是一把双
刃剑。在这个现代化的时代，在
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有着
潜在的危险。通过多措并举，网
络安全意识深入师生内心，营造
了规范有序、健康文明的校园网
络环境。

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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