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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荣成举办“永怀乡村教师奖”颁奖活动
本报荣成4月8日讯 (通讯员

宋浩 ) 4月 4日，荣成市首届
“永怀乡村教师奖”颁奖活动举
行，全市50名优秀乡村教师获奖。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国杰参
加活动并讲话。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至1968
年12月5日 )，出生于荣成市一个
农民家庭，是著名的力学家、应用
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是我国近
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郭永
怀先生在国防、科技、教育领域都
做出杰出贡献，他的精神鼓舞和
激励了几代人。

张国杰表示，发展乡村教育，
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举，是
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对推动精致城市全局
性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永

怀乡村教师奖”寄托着荣成人民
对乡村教师队伍的认可与肯定、
感谢与期望。希望广大教师积极
学习永怀精神、践行育人职责，以

“永怀乡村教师奖”为激励，始终
保持深耕基层的激情和动力，当
好乡村教育守望者。今后，我市还
将进一步加大乡村教育投入，持
续优化教育资源，搭建提升平台，
不断提高乡村教师的物质待遇和
社会地位，为一线教育工作者们
营造良好环境，吸引更多的优秀
人才投入乡村教育事业。

“永怀乡村教师奖”，由泰祥
集团出资59万元设立，专门用于
表彰在乡村教育岗位上辛勤工
作、无私奉献的优秀教师，鼓励和
弘扬诲人不倦、育人无私、奉献无
悔的优秀精神。

学校举办清明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荣成4月8日讯 (通讯员 张

宗芹 ) 近日，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
举行“别样清明，一样情深”主题教
育活动。4月4日，校班子成员和部分
教师代表共30人，到校参与现场哀悼
活动；其余师生借助钉钉空中课堂
参与了本次主题活动。上午10时，人
们庄严注目国旗缓缓升起，并静穆
志哀3分钟，深情缅怀疫情中牺牲的
烈士和逝世的同胞，致敬用生命书
写坚守和奉献的逆行者。志哀毕，该
校校长号召全体师生学习英雄的大
爱精神，敬畏生命，珍视生命，用爱
心与使命共同守护祖国家园。

各年级以特有方式致敬抗“疫”
英雄。初一同学找来黄色、白色皱纹
纸，学做小花致敬英雄魂，花的形状
虽有别、颜色也深浅不一，但都饱含
着对烈士的敬仰和感激；初二同学
精心绘制手抄报，或为中国加油、为
世界加油，或缅怀革命先烈、抗“疫”
烈士，真情的话语，热情的诉说，寄
托着同学们最真挚的心语；初三年
级发起“诗文诵读致英雄”活动，即
使在家中独自朗诵，但难掩同学们
的庄严和热情，他们用坚定、深情又
充满力量的朗诵，表达最真诚的敬
仰之情。

简讯
近日，荣成市第三十一中学，为

了提高初四学生疫情期间上网课效
率，曲校长积极带领任课教师，深入
部分学生家中进行家访。访问中，曲
校长深入细致地了解学生家庭在疫
情期间的生活情况、学生身心健康，
在家线上学习情况，学习中的网络
是否流畅、能否学懂等；与家长探讨
如何更有效地进行家庭教育，要求
学生要坚持课前做好准备、课中认
真听讲、课后及时复习、按时按质提
交线上作业；同时要加强体育锻炼，
劳逸结合，从而提高学习质量，为今
年6月的中考做好身体与心理、知识
与方法的储备。（梁英平 许丽萍）

近日，市第三十五中学各班召
开了线上班会，部分学生家长参加
班会。班会前，各班班主任围绕近期
学习总结、疫情知识科普、心理健康
教育等精心制作了精美的PPT。班
会上，班主任建议学生主动学习、主
动探究，多读书、读好书的同时调整
好作息时间、适当运动、分担家务劳
动。教师还建议家长们关注孩子的
心理变化，主动与教师保持良好的
沟通。线上班会进一步促进了家校
合作，提高了学生的疫情防控意识、
克服了学生在家学习的倦怠心理，
为继续打赢疫情阻击战持续发力。

（许丽娟）
为了让孩子在疫情期间学习不

掉队，成长不停歇，近期，石岛实验
小学各班隔空集结，召开了一次线
上家长会，班主任、科任教师、家长、
孩子一起观看。家长会上，班主任就
开学前各项防疫工作准备、居家学
习习惯、居家身心调节等事宜进行
讲解；科任教师以具体事例入手提
炼学科居家学习习惯养成小妙招，
传达“温馨寄语”；优秀家长分享居
家育儿“金点子”。会后，家长们纷纷
表示从中受到启示，学习借鉴许多
优秀的做法，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

向。疫情当前，居家学习，拼的是孩
子的自律，更拼的是家长的重视！只
有家校共同努力，学生才会更加优
秀。 (王艳)

荣成蜊江中学师生踊跃参与
“潮涌东方·诗意荣成”2020朗诵季
诗文作品征集活动，本次活动旨在
用文字记录荣成故事，用声音传递
荣成魅力，进一步提升荣成的美誉
度，评选结果日前揭晓。蜊中师生从
不同视角写荣成、赞荣成，表达了对
家乡荣成的无比热爱和眷恋之情，
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品，斩获佳绩，
充分展示了该校浓厚的写作氛围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尽显师生人文之
风采。相信全体师生更能勤于执笔，
乐于创作，在读写路上绽放别样美
丽！ (尹红梅)

荣成市第三十一中为积极引导
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养成良
好的劳动习惯，分年级制定家庭劳
动验证、借助录制的综合实践指导
微课，结合实际，充分发挥劳动的正
向能量和综合性育人功能。劳动是
生存的第一需要，劳动创造幸福。在
疫情特殊时期，孩子们将劳动体验
践行到生活中，尽自己所能帮助家
人整理房间、整理被褥、做饭洗碗、
打扫卫生、照看弟妹、亲身经历为父
母分担，关爱家人。劳动不仅能帮助
孩子练习动手能力，更能培养孩子
对家庭的责任感和感恩心，劳动的
过程中，孩子收获了自信心，丰富了
生活阅历。 (梁英平 许丽萍)

为确保开学疫情防控科学有
效、教育教学平稳有序，根据《山东
省中小学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条件
核验细则》中相关的工作要求，近日
荣成市石岛实验小学组织各部门相
关人员，召开“迎接开学条件核验”
准备工作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为
我校的校园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新
的要求。大家表示一定会本着“严之

又严、慎之又慎、细之又细、实之又
实”的原则，确保各项工作要求平稳
落地，为我校师生的身心健康保驾
护航。 (朱长霞)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对学
生的学习、生活的管理和指导，荣成
市蜊江中学通过网上学习，对学生
及学生家长开展了“疫情应对家庭
教育系列微讲座”，实现“停课不停
学，“疫情应对家庭教育系列微讲
座”，线上向学生推荐抗击疫情期间
有关书籍《细菌世界历险记》《汤普
森心理童话药书》《菜根谭》等预防
新冠病毒类、心理健康类图书。该校
开展了“好书共分享”活动，建立了

“书香蜊中读书群”，并组织学生开
展线上交流读、写活动，在此基础
上，“书香读书群”小组成员分别以
思维导图、写作构思视频制作等方
法，分享读书心得，学生们从不同角
度进行了详细解说，从而达到有效
读书、高效读书的目的。 (邹爱丽)

为进一步加强综实教师的专业
素质，贯彻提升教育教学理念，近
日，世纪小学全体综实教师在善研
室集中进行“综实名师引领”精准培
训活动。学校首先组织教师集中观
看了由威海市崔晓琳老师执教的

《缝纽扣》一课。课程中，崔老师采取
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既有探究性学
习的内容，又有充足的学生进行学
习体验劳动技能的时间和空间，使
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体验到劳动的快
乐，也培养了学生的动手创新能力。
充分体现了综合实践活动以学生为
主体，促进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成长
的特征。 (张彩红)

近日，市第三十五中学各班通
过钉钉直播的方式召开了线上家长
会，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班主任提
前借助网络研讨确定具有年级特
色、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会议内容，
并与任课老师沟通收集学生资料，

充实到家长会的课件素材中。家长
会上，教师总结表扬了近期网上学
习的优秀典型，通过播放励志视频
激励学生持续学习，培养学生的家
国情怀和为祖国的繁荣奉献自己的
决心。同时，希望家长和学生相互配
合，在家高效地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许丽娟)
日前，荣成市教研中心语文、数

学、化学、地理、英语五科教研员与
荣成市第二十三中学相关学科教师
共同谱写了疫情时期线上教学线下
衔接教研的新篇章。为积极推进疫
情特殊时期的课堂转型，探索线上
教学更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提升
学生的学科素养，五科教研员应约
而来，对线上教学活动进行了调研
和高位指导。此次教研既是学校前
阶段线上教学工作的总结，又是下
阶段教育教学工作的布局，专家的
引领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起到了
定海神针的作用，我们当以此次教
研为契机，借风使力，继往开来！

(刘君响)
近日，荣成蜊江中学党支部组

织党员自学了“灯塔大课堂”第八课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通过学习、完成《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专题学习课
堂作业，全体党员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讲话精神，深入思考如何履
职尽责，将各项指示要求在工作中
落实到位。此次学习，党员们纷纷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振奋人
心，作为党员教师，要明确自己的责
任和担当，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和网
络教学一线，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
命，担当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在大考
中交出合格答卷。 (尹红梅)

今日，荣成蜊江中学本着“不搞
形式，只讲效果，一切从实战出发”
的原则，先后多次开展了疫情防控
开学应急演练活动，将开学前准备

工作落到实处，反复做，做反复，通
过一次次演练，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预设开学后可能会出现的各种
情况，群策群力，持续完善开学方
案，切实保证广大师生生命健康安
全。通过多次演练，学校进一步规范
了应急事件的报告和处置流程，提
高应对疫情防控应急能力，促进学
校防控和救治工作的科学化、标准
化和程序化。后续，学校也将继续抓
实抓细防控工作措施，将每一个环
节做实“磨”细，做到校园“疫情”防
控万无一失，确保校园成为最安全
的“堡垒”。 (尹红梅)

3月31日一场“寻找教育初心”
启动仪式在石岛实验小学拉开序
幕。首先由钱小红副校长宣读学校
制定的实施方案，围绕着目标任务、
学习内容、活动安排三方面做详细
的解说，希望通过学习教育、主题讨
论、自查自纠、比查反思等措施，规
范教育行为，找寻入职初心，激发工
作热情。本次“寻找教育初心”启动
仪式，让老师们深深地意识到加强
师德修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广大
老师们纷纷表示:在后续的活动中，
要不断的查找问题，反思整改。不忘
教育初心，坚守育人使命，争做新时
代四有好老师，争当学生成长的领
路人。 (王艳)

在这个因疫情而不断延长的
假期里，许多家长都面临着来自孩
子的巨大挑战。近期反映比较集中
的困惑一是孩子们因为天气和暖
都想出去玩，二是部分家长复工复
产而出现留在家里的孩子学习懈
怠的情况，三是随着山东省公布了
高三开学在即，许多孩子产生了开
学后学业跟不上的焦虑情绪。为
此，世纪小学心理老师岳昌琪结合
心理专家的建议给家长们送来了

《疫情期间给家长的锦囊妙计》。
(张彩红)

学校开展
郭永怀诞辰111周年纪念活动

本报荣成4月8日讯 (通讯
员 吴秉华 肖海军 ) 4月
4日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
怀诞辰111周年纪念日，荣成
市第三十二中学结合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实际，以互
联网为平台，组织全校师生
开展以“追忆永怀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为主题的系列教
育活动。

全体师生怀着崇高的敬
意，纷纷登录奠祭网站，向郭

永怀先生敬献鲜花，少先队
员们献上了庄严的队礼。教
师上网查找并阅读郭永怀先
生的事迹材料，观看《永远的
怀念》等视频资料，传承“永
怀精神”，争做“四有”好教
师。孩子们纷纷向父母宣讲
郭永怀先生的感人事迹，让

“永怀精神”深入到更多人们
的心中。亲手制作抄报，追寻
先生的足迹，用知识武装自
己。

作 为 郭 永 怀 先 生 的家
乡学校，荣成市第三十二中
学以“永怀精神”为核心，努
力构建“永怀美德，润泽人
生”的校园文化氛围，引领
更 多 的师生 向 美 向 善 向 上
发展。此次活动的开展，使
全校师生再一次受到“永怀
精 神 ”的 洗 礼 ，明确了自己
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坚定了
沿着先生的足迹砥砺奋进的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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