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新闻
2020年4月15日 星期三 编辑：王震 美编/组版：邵舒琨

教育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社区发放

特殊的礼物“捐款收据”

荣成市从严从细做好开学准备工作
本报荣成4月14日讯(通讯员

宋浩) 按照全省统一安排，荣成
市普通高中(含中职)学校毕业年级
将于4月15日正式开学。连日来，全
市各学校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扎实
做好开学复课准备工作。

疫情防控物资保障是基础。荣
成市为各学校按照标准配备了口

罩、消毒液、防护服、测温仪等防护
物资。荣成市第三中学是第一批开
学的4所学校之一，副校长高钟典
告诉记者：“我们准备了56个测温
枪、3台测温仪、1 . 4万多个口罩，高
于省定标准。”

学校教育和校园安全，家长关
心、孩子关心、社会关心，容不得任

何马虎。各学校制订了完善校园疫
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组织
模拟演练，并科学研判开学后的课
程安排、高考延期等情况，确保开
学后教学秩序良好。做好开学复课
工作，不是单个部门、单个学校的
事情。我市相关部门打出联防联控
组合拳，建立部门驻校联防、校外

交通管控等机制，成立联合工作组
入驻学校，现场监督指导疫情防控
和复课准备工作。组建高中心理健
康专业团队，开设心理健康课，关
注师生心理健康，缓解师生可能出
现的焦虑情绪。

荣成市教体局副局长、总督
学刘忠伟表示，教体部门将密切

关注学生、教师、家长三大群体，
引导他们尽量不到人员密集场
所、不参加群体性活动等，做好学
生上学放学交通和居家防护工
作。着力在校园消毒、班级封闭管
理、食宿管理等方面下功夫，保障
师生健康安全，坚决筑牢学校安
全底线。

本报荣成4月14日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按照组织部的安排部
署，得润社区党委组织党
员自愿捐款支持疫情防
控。4月 1 0日结合主题党
日 ，得 润 社 区 党 委 开 展

“捐款收据发放仪式”将
一张张印有中共中央组织
部 红 色 印 章 的“ 捐 款收
据”送给自愿捐款的每名
党员，这些“捐款收据”每
一张都有精确编号，是党
员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最好见证。

得润社区党委孙书记
再次感谢党员们对疫情防
控工作的支持。她说：“一
张小小的红色收据，朴实
无华的话语，印证的却是
每一位普通共产党员对初
心 的 坚 守 和 使 命 的 担
当。”党员们将捐款收据
拿在手里，暖在心里，纷
纷表示，这张特殊的收据

弥足珍贵，一定会好好珍
藏，会时刻铭记一名党员
应尽的义务和肩负的责
任。

对于不能参会的党
员，得润社区党委入户送
收据，确保每一位党员都
能及时收到这一份特殊的

“礼物”。仪式结束后，各
党支部组织党员集中学习

《党委 (党组 )运用监督执
纪“第一种形态”工作办
法 (试行 )》、《关于深入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并在会上相互交流
探讨。

党员们始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
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同
时彰显了得润社区党委
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不
畏 艰 险 、奋 力 拼 搏 的 精
神。

世纪小学疫情期间为家长“支招”
本报荣成 4月 1 4日讯 (通讯员

张彩红 ) 针对因疫情而不断延
长的假期，许多孩子产生了开学
后学业跟不上的焦虑情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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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老师以微课的形式为焦头
烂额的家长们徐徐打开一个又一
个锦囊妙计。首先就孩子们着急

出去玩这一点，岳老师分别给出
了“安抚情绪”“给孩子生动而合
理的解释”以及“开展有趣的亲子
活动”等三个妙计。针对因为家长
复工复产孩子出现的学习懈怠的
问题，岳老师先是从心理学理论
方面解释了产生的原因，然后给
出了“让出主动权，让孩子自主安
排”的妙计。

对于孩子产生的开学以及开

学后学业方面的焦虑，岳老师又
给出了“耐心坚守”“合理安排计
划”“做好开学准备”等妙计。

岳老师的微课如一场春雨，
及时解了家长们的燃眉之急，同
时也为和谐的亲子关系搭建了一
座桥梁，把和煦的春光带给孩子，
把自由的成长交还给孩子，也把
希望送到孩子的心中，共同走向
美好的未来！

速读

日前，荣成第二实验
小学先后多次召开班子
成员及全体教师视频会，
就学校发展规划、疫情防
控工作、网上教学教研等
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划
部署。将新学期工作计划
与教学研究落到实处。学
校领导和后勤人员积极
做好校园安全、防疫物资
采购、人员情况摸查、体
温检测、隔离室建设等一
系列疫情防控工作。制定
了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
应急预案，设立了多处体
温观测点和隔离观察室。
为保证开学后做好体温
检测和消毒，现场进行了
演练，为开学后的疫情防
控做好了周密准备。同时
开启了全新的教育模式
的探索。多次组织围绕工
作计划、线上教学纪律、
教育改革几个方面的研
讨。

蔡雪妮
2020年领取养老金资

格认定从4月1日开始至12
月。为确保每位退休人员
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认证，
不影响退休待遇的发放，
崖头街道南山社区工作人
员积极通过入户走访、微
信平台进行退休认证宣
传。

辖区退休人员前来社
区进行退休认证 ,由本人
带上身份证到社区服务大
厅社会保障窗口接受认
证，因退休人员年龄比较

大，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社
区工作人员在仔细核对退
休人员的相关信息后，帮
助退休人员进行认证。同
时，工作人员耐心为退休
人员讲解威海人社APP退
休认证系统的使用，帮助
有需求的居民用手机进行
认证。

退休认证工作的积极
开展，为社区老年人提供
了便利，为进一步全面提
高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
务质量打下了良好基础。

王蓓蓓
近日，荣成第二实验

小学按照“细之又细、实
之又实、严之又严、慎之
又慎”的原则，以师代生
组织了一次“仿情境”疫
情防控实战演练活动，模
拟开学后每天疫情防控的
每一个环节。本次演练教
育局主要领导参与并进行
指导，有效地提升我校突
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确保学生安全、平稳、有
序地返校。本次演练前学
校领导进行了详细的规划
与部署，措施到位，方案
细致。老师们在演练中认
真参与，积极行动，熟悉
了全部流程，成功把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此次演练
活动规范了老师们的操作
要求，提升了学校处理应
急事件的能力，提高了各
部门的协调能力，为有序
开学提供了安全保障。

蔡雪妮

科普防护知识
为响应交通运输局要求，4月14日荣成市中医院感控办主任于江静为水路口岸防输入工作人员进行了

个人防护知识的培训。
此次培训共计20余人参加，于江静主任通过通俗易懂的言语，将防护知识进行了讲解，使参加人员熟练

掌握了防护的知识，提高了防护意识和操作能力。
孙筱楠 摄

谈心交心增共识 同心协力谋发展
本报荣成 4月 1 4日讯 (通讯员

张彩红 )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领
导班子建设，增进班子成员之间的
团结合作和优质发展，4月 9日下
午，荣成市世纪小学组织中层以上
干部召开了以“谈心交心增共识
同心协力谋发展”为主题的领导班
子谈心交流会，市教育和体育局刘
军波主任等领导到校参加会议。

会议由董崇华校长主持，各
位领导班子成员在前期集体学习
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及相关
通 知 、文 件 精 神 的 基 础 上 ，结 合
2 0 1 9年度各自分管工作的考核情
况逐项对照检查，分析工作中的
得失原因，对照目标查不足，弱势
项目横向比较看差距，查找原因，
制订措施，确立新目标，进一步落
实各项工作的机制创新和项目推
进重点。各位领导就分管的党建、
改革创新、师德建设、课堂教学等
工作认真进行对照分析，查摆问

题，并就查找的问题认真分析查
找原因，对今后的工作制订切实
可行的工作措施，同时，真诚征求
每位班子成员的意见和建议。每
位成员交流后，由校长进行点评，
同时开展面对面地批评与自我批
评，大家开诚布公，坦诚指出各自
的不足。通过个人查摆与分析交
流，在真诚的沟通和深刻的反思
过程中进一步厘清个人努力的方
向，全体班子成员对学校工作思
路进一步达成共识。

领导班子成员交流结束后，
刘军波主任进行了总结发言，他
对学校一年来取得的各项成绩给
予充分肯定，对今后的工作提出
了三点要求：一是要求全体班子
成员要根据查找出的问题和不足
认真进行落实，做好工作推进。结
合局领导干部联系学校工作，和
分包的领导做好经常性的联系和
沟通，进一步规范各项工作，注重

过程管理；二是学校工作要紧密
结 合市局 重 点 工 作 来 开 展 和 进
行，跟上级部门合拍，对重点工作
要充分重视，改革工作要高标准
定位，努力做好宣传，寻找一个让
家长认可的抓手，搭建家校共育
的桥梁和纽带；第三，要大兴学习
之风，通过系统性和长期性的读
书工程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和管
理能力，胜任自己的工作。最后，
要重视疫情期间的网络教学，引
导广大教师进一步规范自己的从
教行为，深入调查家长的需求和
学生的需要，丰富课程内容，加强
网课巡查力度，抓好线上教学活
动。

董崇华校长代表全体班子成
员做表态发言，学校将把此次谈心
交流会的结果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在市局领导的指导和帮助下，将工
作做细、做实，为新学期的工作开
展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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