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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B03新闻

校园内外

让书香沐浴心灵，让阅读伴我成长

为了进一步推进“书香校
园”建设，本着“读书育人”的
理念，引领学生课内外阅读优
秀书籍，汲取古今中外文化精
髓，养成读书做笔记的好习

惯，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审
美能力和写作能力，提升文化
素养，人和完小四年级开展了
一次班级读书笔记展评活动。

一本本读书笔记充分展

现了读书活动给学生带来的
思想情感的升华和理解能力
的提高。此项活动的开展，不
但提高了广大学生的读书兴
趣，真正让读书成为了一种习

惯，进一步营造了浓厚的读书
活动氛围，还丰富了学生的课
余生活，提升学生的写作水
平，为提高语文学习成绩打下
了坚实基础。 （王忠红）

全员培训迎接开学季 乳山特教学校凝心聚力扬帆远航

漫长的疫情或多或少都影
响了孩子、家长、老师的心理健
康，为打造精致课堂，快乐课
堂，把被疫情影响的师生生活
早日引入正轨，特教学校全体
教师提前开学，进行了为期4天
的酷动音乐感统课堂培训活
动。

于海芹老师首先从理论上
为老师们讲解了酷动感统的意
义：酷动感统是在普通感统教
学的基础上，将音乐与教具相

结合，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感受
到快乐，在快乐中学习技能。

于海芹和宋平老师对大家
进行了音乐中的感统教具的使
用培训。两位老师以课堂实操
的方式，针对每一种器材，讲解
正确的使用方法、如何与音乐
相结合，达到快乐训练的目的。
老师们专心地听，细致地观察，
愉快地参与活动。听着这些或
优美或动感十足的音乐，加上
两位老师的细致讲解，与会老

师信心满怀学以致用，觉得自
己在今后的教学中一定会让孩
子们更愿意集中精力投入到训
练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李玲英老师和肖德云老师
为大家进行了卡宏鼓的培训。
卡宏鼓可以锻炼孩子试听能
力，手脚协调能力等多方面的
能力。老师们都是第一次接触
到，一整天的时间，虽然手都拍
肿了，但是想到孩子们能在学
习中体验无尽的快乐，一个个

都练得十分起劲。
自疫情发生以来，特教学

校一直特别重视教师专业能力
培养，居家隔离期间聘请知名
蒙氏培训专家对全体教师进行
线上培训。通过线上学老岳感
统，评优课等方式使教师们拓
宽了视野，激活了思维，提升了
培训质量，加快了教师专业成
长，为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而
不断努力。

(宋平)

为促进青少年自护能力和法律素质的
全面提高，乳山市乳山口镇中心学校开展了
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等自护教育宣讲活
动。 (孙建华)

为了锻炼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乳山市
下初幼儿园举行了“我爱讲故事”比赛活动，
小朋友们稚嫩的声音惟妙惟肖的动作获得
了老师们阵阵掌声。 (刘粉)

诸往镇中心学校紧扣“精心打造‘有品
味、有活力、有质量、有特色’的学校”这一目
标,在师生中开展了精致校园金点子征集活
动。 (姜守策)

近期，冯家镇中心学校开展以智慧平云
台为依托，组织进行了教师“学帮理练”课堂
教学大赛，有效地提升了教师课堂教学技能
水平。 (袁华强)

近日，乳山市实验中学对校园设施进行
了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确保校园常规安全
工作不松懈，为学校师生安全保驾护航。

(秦丽华)
下初中心学校以“消除事故隐患，筑牢

安全防线”为主题，开设校园安全“微课堂”，
提高师生安全意识和素养。 (张美红)

近日，乳山市畅园学校充分利用大门外
墙壁打造和畅文化墙，在主甬路两侧添加宣
传栏，同时，对教学各楼层进行以和畅为核
心板块设置，增设“我们的欢畅”等照片墙，
力求让校园的每一面墙壁都说话，让校园的
每一处景点都怡人。 (杨春华)

乳山西苑学校针对学生长期网课出现
的焦虑、无所适从等问题，组织开展了心理
健康教育活动，引领学生调整情绪顺利进入
学习旅程。 (宋新颖)

近期雨水较多，乳山口镇中心学校利用
班会、升旗仪式等形式对学生开展了防溺水
安全教育，让学生牢固树立了安全第一的思
想意识。 (宋正)

近日，为了增强学生爱眼护眼意识，乳
山寨镇中心学校组织小学生聆听了“眼科医
生进校园”的活动讲座，纠正了学生的不良
用眼习惯。 (崔维蓉)

为充分发挥艺体课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条件下的重要作用，乳山市怡园中学利用大
课间的时间，安排具体的负责教师带领学生
锻炼身体。 (于丽华)

近日，怡园中学开展对学生居家学习情
况逐一摸底、诊断，精准掌握每个学生的学
习情况，科学合理制定教学计划，确保平稳
过渡。 (王新华)

为了家长与孩子间更好地交流，府前路
学校开展了复学家教线上指导与咨询活动，
用“心”关爱，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复学节奏。

(邵芹)
为迎接父亲节，增进学生与家长的感

情，徐家镇中心学校开展“感恩父亲”主题活
动，号召同学们动手为父亲制作小礼物。

(曹新燕)
下初镇中心学校健全和完善党风廉政

规章制度，通过“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党
员”，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

(李金玲)
6月18日，白沙滩镇中心学校党支部开

展了“建过硬支部，提服务效能”主题党日
活动。会上，党支部书记马胜云同志带领全
体党员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并开展专题讨
论交流，同时为六月份入党的五位同志过
政治生日，并向他们赠送了贺卡等礼物。会
后，全体党员观摩学校党建文化长廊，在天
台红色文化园地中接受红色教育。通过学
习，进一步提高了党员的政治素养，树立党
员的模范带头的工作形象，促进两会精神
的贯彻落实。

(郑美丽)
以“拓”为扇，“展”我风采，为促进学生

优质化成长和教师专业化发展，乳山市初中
数学课题组开展以学生素养培育为主旨，以
拓展课程为主线的课程建设活动。开发了

“立足教材，基于核心素养培育”下的模块化
拓展课程；提炼了“根植课堂，指向数学原理
和数学结构化思维培育”下的教学流程；构
建了“基于评价，培养学生创新能力需求”下
的模型化教学体系；打造了“关注阅读，提高
学生灵活应用数学”下的阅读教学范式；形
成了“以评促教，提升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
落地”下的评价策略。 (孙晓军 宋清华)

聚焦学生心理健康 践行健康至上理念

一场疫情改变了许多学生
的生活和学习习惯，为保证学
生以积极的姿态重返校园，尽
快适应复学生活，乳山市乳山
寨镇中心学校本着“安全第一，
生命至上”的理念，聚焦学生心
理健康，组织干部教师多措并
举，广泛调研，辩证施策，力求
把住学生心理脉搏，及早发现、
疏导和消除各类心理问题，为
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提前开展线上沟通。复学
前，该学校组织各班主任和任
课教师，针对网课过程中学生
表现出的各类问题，与学生和
家长进行了一次视频交流，一

方面共同总结网学的成绩和问
题，一方面向家长和学生宣传
复学期间的注意事项。通过沟
通，深入了解学生们的思想动
态和心理状况，鼓励学生们积
极面对即将到来的复学生活。

有针对性的开展实地家
访。针对线上沟通中发现的突
出问题，该学校组织有心理专
业资质的干部教师，与班主任
共同成立了心理辅导工作指导
小组，对学生在网学期间、复学
前后可能存在的各类心理问题
进行深入研讨剖析，制定了一
系列制度方案，重点对部分单
亲学生、留守学生和其他问题

学生开展实地家访活动，集中
优势资源和家校合力对学生进
行亲情关怀、心理疏导，尽可能
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促使他
们快乐复学，家访覆盖面达到
了三分之二以上。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
会。复学后，该学校统一开展了

“复学学生心理健康问卷调查”
及“家长问卷调查”，全面细致
的摸清楚学生目前在生活状
况、思想情绪、学习态度、人际
关系等方面存在的心理问题；
同时组织了由专业心理咨询师
主讲、班主任和全体师生参与
的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对

学生复学后可能产生的各种心
理问题进行梳理和引导，纾解
学生思想压力。同时，针对部分
问题比较突出的学生，还组织
教师结对帮扶，定期谈心，增进
感情，培养信心，消除隐患。

此外，该学校还建立了多
层级的家校沟通热线，及时解
答家长困惑。通过建立校长热
线、班主任热线、班级钉钉群、
微信群等形式，构建起家长与
学校、教师之间的常态化沟通
网络，及时交流信息，达成默契
合作，共促学生健康成长。

(乳山市乳山寨镇中心学
校 王珊珊)

借道工银瑞信MSCI中国ETF布局“科技+消费”

今年以来，消费与科技等
板块表现强势。在此背景下，重
点配置日常消费、信息技术，又
能聚焦核心资产的相关投资或

值得关注，如正在发行的工银
瑞信MSCI中国A股ETF。

资料显示，工银瑞信MSCI
中国A股ETF追踪标的为MSCI

中国A股指数。MSCI中国A股
指数作为海外资金主动或被动
配置A股的重要工具，未来一
方面有望长期受益于外资流入

的行情，另一方面又可以挖掘
A股自身蕴含的消费、科技等
成长潜力，可谓“一举两得”，配
置价值凸显。

乳山市司法局：消费扶贫 助农增收
近期，海阳所镇大庄村种植的桑葚喜获丰

收。
大庄村桑葚种植面积大，加之今年雨水丰

富，桑葚水分充足，不易储存。为响应国家消费扶
贫号召，乳山市司法局与海阳所镇大庄村对接，
动员局机关工作人员奉献爱心，参与“消费助农”
行动，订购桑葚消费、带动农户增收，局机关工作
人员共订购桑葚100余斤。与此同时，大家利用个
人微信社群、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宣传桑葚等优
质农产品，鼓励身边人购买，以实际行动帮助农
户解决困难。

2020年是脱贫攻坚全面收官、验收交账的大
考之年。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乳山市司法
局始终立足本职、落实责任，从贫困领域法律服
务体系建设、贫困人口法律援助、涉贫矛盾纠纷
调解、扶贫专项法治宣传教育、联户帮扶等多方
面同步发力，不断提高法治扶贫工作力度，擦亮

“法治惠民”的服务品牌，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积极
探索，挖掘新的帮扶方法，寻求新的工作路径，为
全市决胜脱贫攻坚大局贡献力量。

人和完小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系列活动课

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学生
受挫能力和不畏挫折的可贵
品质，近日，我校开展了“挫折
也精彩”的心理健康系列活动
课。

通 过 名 人受挫 的 励志
故 事 ，同 学 们 知 道 了 每 个
人 都 会 遇 到 挫 折 ，不 同 态
度 和 应 对 ，会 带 来 不 同 的
结果。

接着，老师给他们提出了

面对挫折的方法，他们也分享
了自己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和挫折，并分享了面对困难
和挫折的方法。

通过此次心理健康系列
活动课，学生们懂得了怎样正

确面对挫折，学会了应对挫折
的方法，从而使他们在学习、
生活上能正确地面对挫折，磨
炼自己的意志，并在挫折中奋
起。

（王忠红）

团结一心齐教研，挥洒汗水勤耕种

近日，周建忠名师工作室
的全体成员在荣成二十三中
学区展开集中教研。本次教研
内容是工作室的详细活动分
工和树莓派课程的开发和教

学研究。
一人计短，众人计长。面

对困难问题，团队每位成员
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大家
思维碰撞，言语争锋，在周建

忠老师的带领下，我们集思
广益，碰撞出最佳方案。通过
这次活动，在周老师的带领
下，团队详细规划了各项分
工，凝聚了团队向心力。工作

室的每个成员都有一颗“经
历风雨，见得彩虹”的心，相
信汗水浇灌下的花朵一定会
更加鲜艳！

（王广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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