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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爱心义卖
慈心义捐

本报荣成12月23日讯 (通
讯员 蔡雪妮 ) 为了积极响
应荣成市开展的“慈心一日
捐”活动。为了让孩子们懂得
感恩，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崖
头街道沽河社区联合市第二
实验小学共同开展了“爱心义
卖，慈心义捐”的大型公益活
动。

为了活动顺利开展，市第
二实验小学和沽河社区分别
向学生、家长和社区在职党员

发出了义卖、义捐活动的倡议
书，得到了广大学生、家长和
社区在职党员的积极响应，踊
跃报名参加。

义卖商品琳琅满目，种类
繁多，图书、学习用品、玩具、
自制的手工艺品、书画作品、
食品等等，小售货员们为了销
售自己的商品都使出浑身解
数，主动向买家介绍，招揽生
意，讨价还价，煞有介事，随
着活动的开展，从四面八方赶

来的社区居民越来越多，参与
活动的学生也越来越多，纷纷
慷慨解囊主动捐款，活动远远
超出了预期效果。同学们经过
两个小时的义卖募捐，共筹集
善款1 1 1 6 . 5元，这些善款将
尽快由沽河社区上交到市慈
善总会，载着同学们满满的爱
心，飞向需要他们的困难家
庭，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选
择善行，我们这个世界将会更
加美好。

荣成市举行思政课宣讲启动仪式
本报荣成12月23日讯 (通

讯员 宋浩 ) 12月17日荣成
市在实验小学举行“同城大讲
堂“宣讲启动仪式暨第一期宣
讲活动。市教育和体育局分管
负责人、教研培训中心负责
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及
小学校长、德育主任、思政课
骨干教师、学生等3 0 0多人参
加本次活动。

启动仪式上，教育和体育
局分管负责人从讲好思政课
的意义、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与
责任、如何讲好思政课给与会
教师提出了建议。

启动仪式后举行了第一
期宣讲活动，本期宣讲的主题
是追寻英雄足迹，传承荣成精
神。宣讲团的五位教师分别带
领师生寻找不同历史时期我
市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蜊江
小学的赵卫卫老师从一句毛

主席的题词讲起，歌颂了抗日
战争时期的不怕牺牲的胶东
女英雄张晶麟的事迹；石岛实
验小学的李秀荣老师从一只
木盆入手，介绍了解放战争时
期凭借木盆机智勇敢渡江的
侦察英雄齐进虎；第二实验小
学的高超老师从一双没有寄
出的棉鞋设置悬念，讲述了建
国初期具有家国情怀的“两弹
一星”元勋郭永怀的故事；世
纪小学的孙丽丽老师从一张
照片讲起，再现了建设时期荣
成女雷锋沈秀芹热心帮助他
人的的场景。十四中学区小学
部的岳晓艳老师，带领大家整
体回顾荣成大地的英雄足迹
和一个个故事背后的荣成精
神。本次宣讲每个人物从一个
小小的切入点入手，引导学生
记住一个故事，牢记一名英
雄，铭记一段历史，传承一种

精神，师生不时流下感动的泪
水。

本次宣讲活动，实验小学
还邀请了参加过国庆阅兵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王江
山同志给大家做了《受阅一
次，光荣一生》的报告，让师生
亲身感受军人为了祖国，不怕
吃苦受累的牺牲精神，师生很
受鼓舞。

本次宣讲探索了思政课
的新形式，市级宣讲和学校宣
讲相结合，学校教师团队宣讲
和社会人员进校宣讲结合。宣
讲结束后，市教研培训中心负
责人对学校提出了要求，要求
会与校长和教师要从思想上
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牢固树
立立德树人的意识，开齐开好
思政课，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
建设，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

威海小贝壳公益阅读进校园

速读

12月16日中午荣成市斥山街
道中心完小在阶梯教室开展“向美
人生——— 我们的幸福生活”现场绘
画比赛活动。比赛采取现场命题的
形式，主题为“我们的幸福生活”。
要求作品内容健康，积极向上，反
映小学生丰富的生活和朝气蓬勃
的精神风貌，作品要充分表达小学
生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儿童绘
画作品富有童趣，描绘身边美好的
生活，反应当代小学生热爱祖国、
热爱党、热爱生活、热爱学习、敢于
创造，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通过
本次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文化
环境，展现斥小学生的自我表现能
力、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丰富了
同学们的课余生活，给同学们提供
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

（谷大鹏 王晓飞）
近日，荣成市第十一中学召开

了家长委员会专题会议，并组织家
长参观校园。专题会上，家委会成
员代表进行发言。随后，大家一起
了解了“十一中学家长驻校办公”
活动，并详细解读了驻校办公流
程，即“一次校园巡查，一次校门口
值勤，一次课堂观摩，一条管理意
见，和孩子交流一次，和老师沟通
一次”。该活动得到了家委会的一
致好评。随后，参加活动的家长参
观了学校综合实践活动室等处。

活动的开展，增强了家长参与
学校管理、共促学校发展的责任意
识，在家庭和学校之间架起了一座
沟通的桥梁。

（柴晓妍 孙小燕）
为倡导全民阅读，推进书香校

园建设，近日荣成团市委在荣成市
第十一中学开展“永平评估”杯图
书漂流暨全民阅读活动，为学校送
来300余册图书。捐赠仪式上，荣成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致辞，指出开展
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校园对于传承
崇尚学习、勤于读书的优良传统具
有重要意义，希望通过“图书漂流”
的形式，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让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氛围
愈发浓厚。活动后，十一中学将图
书进行登记造册，并按照学生年龄
段的实际特点，为各个班级分发适
合学生阅读的图书，同时还将通过
不定期举行阅读竞赛、评选“阅读
之星”等方式，让学生分享阅读感
悟，体验读书乐趣，让读书成为一
种习惯与乐趣。

（赵春玲 宋燕）
为了全面提升我校教育教学

手段的信息智能化，近日，荣成市
府新小学开展“希沃讲师进校园软
件运用培训”活动，特别邀请希沃
品牌签约讲师走进校园，为全体教
师进行交互式电子白板一体机的
讲解与示范，并深入指导教师的实
际操作。

首先，讲师对希沃白板5的基
本设置做了解读，之后针对学科功
能讲师也一一作了展示。比如语文
学科，软件存储了几千首诗词、古
文、儿歌等，并自带创作背景、作者
介绍等学生常用的文学知识，还配
有相应的解读与朗诵，简直就是一
个微型版的“百度”。此次培训对改
变‘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教学方式，
提升教学效率意义重大，也为我校
教师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手法，提升
自身业务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妮）
校园周边的道路是否畅通、安

全，牵动着每位学生家长和老师们
的心，我荣成市第二实验小学为了
维护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畅通，保障
学生安全，通过家委会组织各班组
建家长志愿护路队，开展疏导交
通，护送孩童志愿活动。虽然天气
寒冷，但是家长们的热情不减。不
到七点，大家就分布到各个执勤
点。维护交通安全以及学校周边畅
通安全的路况，是我们每个人的责
任。我们呼吁广大学生家长在指定
地点接送。孩子总会慢慢长大，不
要因为我们的不舍而限制孩子们

成长的脚步，应该锻炼孩子独立坚
强的性格。希望我们家校配合，一
起为孩子们的安全保驾护航，让孩
子们的“上学路”真正变成“放心
路”。

（蔡雪妮）
时值隆冬，北风无情。可是，重

庆市云阳县清水土家族民族小学
的孩子们，却在寒冬来临之前，收
到了御寒衣物和学习用品，这来自
千里自外的礼物代表了府新小学
20名党员教师的一份爱心，爱心传
递,温暖了孩子们的身,也温暖了孩
子们的心。大山深处，这个冬天不
再冷。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市府新小学党支部
将主题教育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
与切切实实为群众办实事结合起
来，携手对口支援的重庆市云阳县
清水土家族乡民族小学，在校际业
务交流的基础上，联合清水小学党
员教师，实实在在地组织了一次党
员义务捐款为特困学生御寒的暖
冬活动。

（彭美静）
自与重庆市云阳县栖霞小学

成为结对帮扶协作学校以来，栖霞
小学的发展就成为世纪小学党支
部全体领导和党员心头的挂牵，12
月19日，在党支部的组织下，全体
党员开展了一次“党员捐款献爱
心”活动，为栖霞小学的孩子们送
上世纪小学全体党员的爱心和祝
福。此次活动是由广大党员发起倡
议，学校党支部进行研究后组织进
行的。参加活动的党员自愿每人捐
助300元，参与党员12人，共计捐款
3600元。20日，学校通过与栖霞小
学对接，将捐款汇给对方，用于资
助生活有困难的孩子。此次党员献
爱心捐款活动，充分体现了世纪小
学党支部凝聚党员力量，用实际行
动展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党
员无私奉献的实际行动来引领互
助互爱的社会新风尚。

（杨鹏 孙丽丽）
16日上午，荣成市斥山街道中

心完小举办“阅享童年”图书捐赠
仪式暨“我爱读书”朗诵比赛。荣成
团市委领导林茂蓉副书记、威海市
益加壹志愿服务中心荣艳红主任
一行来到斥山完小，随即斥山完小

“阅享童年”图书捐赠仪式暨“我爱
读书”朗诵比赛拉开帷幕。

图书捐赠仪式结束后，荣成团
市委林茂蓉副书记做了重要讲话，
她对威海市益加壹志愿服务中心
热心图书漂流公益的善举给予了
肯定，并对斥小致力打造“阅享童
年”的良好氛围，权利推动书香荣
成的工作给予了赞扬。她希望借此
图书漂流机会把城与村图书共享
活动不断推向新天地。

随后，成功晋级朗诵决赛的9
名同学，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我
爱读书”朗读大赛。与会领导为获
奖学生颁发了奖品证书，并与获奖
学生合影留念。

（谷大鹏 王晓飞）
为了普及科学用眼知识，提高

学生的眼健康水平，促进学生养成
良好的用眼卫生习惯。近日，市府
新小学开展“科学矫正近视，关注
学生眼健康”活动。

首先利用学校网站、微信公众
号、班级钉钉群进行宣传，内容包
括《保护视力，预防近视》《致家长
的一封信》等，同时在班级园地和
保健宣传橱窗更换爱眼保健常识，
加强对学生的爱眼护眼宣传。学校
要求检查人员必须落到实处，严格
检查每天的眼保健操，并进行评
比。同时通过颁发爱眼护眼小明视
奖章及动员家长及社会全面参与，
扩大宣传效果，形成全社会都来重
视并参与“防近”工作的良好局面。
学校定期组织对全校学生的视力
进行检查，将检查结果进行总结表
扬。

（王妮）

本报荣成12月23日讯 (通
讯员 李竺姿 ) 近日，威海
市环翠区小贝壳儿童阅读发
展中心的老师们来到3 7中小
学部，带来了2 0 0多本绘本图
书，极大的丰富了我校学生的
阅读资源，小贝壳的老师也给
孩子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精
神大餐。

课上，一堂趣味儿十足的

绘本阅读课展现在我们面前，
教师们有声有色的阅读指导
让孩子们体验了不一样的绘
本阅读思路。不同年级的孩子
都充分感受到绘本的无穷魅
力，教师从儿童的视角出发，
巧设悬念、大胆猜测，孩子们
纷纷举手发言，教室内惊叹
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临近下
课的十分钟，有一个安静阅读

环节，孩子们全神贯注，身临
其境的感受着文字与图画的
和谐共生之美。

此次小贝壳的图书漂流
活动，不仅为孩子们送来有趣
的绘本图书和快乐的阅读体
验课，更是在孩子们心中埋下
了一颗“爱阅读”的种子，相信
阅读的力量足以让他们受益
终身。


	WR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