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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镇中心学校的领导对该镇的
水库平塘等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查
找存在的安全隐患，为做好防溺水安
全教育工作做铺垫。

(张启玲)
暑假来临，乳山市府前路学校通

过致家长一封信、学生签名承诺等多
种形式强化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渗
透到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心中。

(李晓)
为教育和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考

风和考纪，近日乳山市实验中学组织
初四各班级开展“诚信考试，从我做
起”主题班会活动。

(刘晓琳)
近日，乳山市夏村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了“游戏式美术活动”成果展，为
威海市十三五规划课题结题探索指明
了方向！

(于晓华)
为了让学生熟悉中考流程和规

则，乳山市怡园中学进行毕业班中考
仿真训练，对学生进行中考实战演练。

(于丽岩)
为了上好复习课，徐家镇中心学

校开展学科组复习题设置教研活动，
要求对问题进行分析、归类、总结答题
规律，提高复习效率。

(宋淑美)
总投资1 . 21亿元的乳山体校建设

工程持续推进，体育综合体项目前期
筹备稳步实施，全部建成后将极大完
善乳山市面向大众的公共体育服务体
系。

(潘正鹏)
7月10日上午，乳山市诸往镇中心

学校召开小学生暑假安全教育讲座，
切实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知晓自
救自护常识。

(于娜)
为加强教师思想教育，根据市教

体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的通知”要求，乳山市实验中学召开了
师德师风建设的专题会议。

(杜艳艳)
为确保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

活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乳山市府前
路学校开发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阳光大课间体育运动。

(潘莉)
针对今年疫情特点，徐家中心学

校改变往年家长集体到校开家长会的
方式，采用线上直播形式布置假期有
关事宜活动。

(于新生)
乳山市畅园学校在构建家校育人

共同体，全面落实家校共育工程方面
积极探索，在家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
成就。由张耘校长主持的《区域化家校
协同育人共同体的建设研究》等三个
课题在2020年家庭教育专项课题中获
得省级重点课题。

(于晓霞)
7月10日晚，钦村小学开展云家长会，

以直播形式与家长见面，各班班主任老师
和任课教师就暑假安全、疫情防控、培养孩
子良好的行为习惯等方面与家长进行沟
通与交流。

(毕可红)
近日，钦村小学志愿者服务队开展“海

贝分·志愿威海—我爱我家 社区换新貌”
志愿服务，进社区打扫卫生，以实际行动投
身“精致城市 幸福威海”建设。

(罗飞)
7月10日，钦村小学五年级学生迎来

了特别的毕业典礼。基于常态化的疫情
防控形势，本次毕业典礼以学校广播统
一调度，五年级各个中队在班级开展。家
长通过视频直播，远程见证孩子们人生
中这个重要时刻。

(刘烜君)
7月10日，钦村小学举行2019-2020学

年度第二学期“榜样引领 励志笃行”表彰
大会。为了学校防疫工作的实际需要，避免
学生群体性聚集，充分保障学生生命安全，
各班通过红领巾广播站参加。

(刘烜君)

简讯

遗失声明
现有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治安大队编号为A101078269501-

A101078269530，共计30张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遗失，声明作废。
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2020年7月14日

遗失声明
威海理想家匠人社区智慧生活体验馆(斯耐克森)智

能家居全屋定制遗失山东银座家居有限公司威海海滨
店已填收据两张，收据号为：B0138205、B0138206。声明
作废，特此公告。

刮“一蹴而就”体验畅快激情
“好运！惊喜！燃动……”最近一段时

间，中国体育彩票可谓是“焕新”不断、光
芒四射，尤其是体彩即开票，幸运接二连
三，欢乐频频传出，在这个火热的夏天，
一蹴而就强势来袭，延续惊喜，放送豪
礼！

“一蹴而就” 送去欢乐

6 月 2 7 日 ，在 河 南 体 彩 郑 州 东 区
4101052018体彩实体店传出喜讯，“一蹴而
就”首个百万元奖金，被该实体店购彩者张
先生(化名)刮中。幸运的是，张先生只刮了
五张，便刮出了一等奖。

而在7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一
位“90后”小伙也幸运中得头奖，体彩代销
者激动地说：“小伙子刮出100万数字时，
非常激动，找我确认时，我的手都控制不
住颤抖起来，我感觉比他还激动！”

票面精美 传递激情

“拔脚怒射，完成‘世界波破门’！”
家住北京东城的王先生，刚走进楼下的

体彩实体店，就被眼前陈列的“一蹴而就”即
开票吸引住了。

“本来今天没想好买什么，就是习

惯了下班就到体彩实体店转上一圈。结

果，一进门我就看到这款即开新票在玻

璃柜台上摆放了一排，听了代销者的介

绍 才 知 道 ，这 款 票 原 来 名 叫‘ 一 蹴 而

就’。”王先生说：“酣畅淋漓的快感！就

是我第一眼看到的感觉，现在还有奖上

奖活动，一张票体验双重惊喜，我得赶

紧买上几张试试手气。”

“一蹴而就”精美票面带来的惊喜不止

于此，抬腿射门，畅快淋漓，无一不唤醒人

们对足球的热爱，2020年，经历了漫长的

等待，“球迷”们盼望已久的足球赛事终于

陆续恢复了。如此喜事，怎能不约上三五好

友，守在电视机前一起为自己支持的球队

呐喊助威！除了啤酒小龙虾，“一蹴而就”更

是让大家在观赛助兴的同时又有了新选

择。

“看比赛、刮惊喜！”一位铁杆球迷拿着

手中的“一蹴而就”即开票开心地说道：“看

足球比赛，最喜欢足球破门的那一刻，但每

次中场休息总感觉缺了点什么。现在不一样

了，我和朋友都在忙着刮‘一蹴而就’即开

票，没想到球场外的‘足球’同样有意思，除

了能体验‘一球制胜’的畅快感，还有机会赢

得千元电商卡和超值大礼包，实在是太开心

了。”

“一蹴而就”的上市，不仅是承接“锦鲤”

好运，上演惊喜盛宴，更是给夏天多增添了

一份欢乐。激情一夏，“一蹴而就”与您不见

不散，健康美好与您不见不散！
(周伊)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居民对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知晓率和
参与度，形成人人争创全国文明
城市的良好氛围，倡导广大居民
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行列中来，乳山市
滨海新区组织开展全国文明城
市宣讲活动，全力推进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

你我携手 共建文明城市

2020年7月3日，滨海新区碧
海苑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宏
泰阳光花园小区、檀香丽湾小
区、碧海苑小区等小区和海之缘
家家悦、克林超市等人员密集场
所开展“你我携手 共建文明城
市”宣讲活动。

活动中，大家耐心地为过往
居民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树立社会主义法制观念、传承孝

道和敬老风尚的基本内涵，努力

传播志愿服务精神、加强诚信教

育、弘扬雷锋精神、关爱未成年

人等公益知识。工作人员认真倾

听居民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解答他们对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疑惑，让

居民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有了更多的认同和支持，获得社

区居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

了居民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
动的认识，形成了良好的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宣传氛围，为居民大
力支持、积极参与并自觉维护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奠定了群
众基础。

文明餐桌 你我同行

城市为人而生，因人而美。
人的行为是否文明，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城市的形象和品位。使
用“公筷公勺”、拒食野生动物、
坚持“光盘行动”……小小的餐
桌，往往能体现城市的大文明。7
月4日，一场以“文明餐桌 你我
同行“为主题的文明餐桌宣讲活
动走进乳山市滨海新区颐和社
区。

当天上午，在颐和花园小
区、龙韵碧海花源小区和融基伟
业小区，十多位红马甲志愿者和
社区工作人员手持“文明用餐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 节俭惜
福”等宣传标语和《文明用餐
健康相伴倡议书》，分别深入小
区周边餐饮店进行文明餐桌、

“光盘”行动、拒食“野味”等文明
城创建宣讲。

在印象银滩酒店，店主接过
一封“文明餐桌 健康相伴”倡
议书，认真看起来。志愿者认真
解释“健康用餐，使用公筷公勺”

“绿色用餐，禁食野生动物”“文
明用餐，提倡光盘行动”的重要
意义。“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传
播，聚餐还是尽量使用公筷公
勺。”她感慨地说。

“您好，这里有公筷公勺，建
议您用餐时使用”，临近中午，稻
香园过桥米线店开始陆续上客，
服务员正耐心地向每一位顾客
讲解文明用餐的新方式。店主
说：“疫情增强了人们的健康意
识，我们以此为契机，积极推动
使用公筷公勺，引导顾客拒食野
味，希望让文明餐桌入心，文明
用餐成为新风尚。”

安全用餐非小事，一勺一筷
显文明。通过开展“文明餐桌
你我同行”宣讲活动，普及了文

明餐桌知识，推广了文明餐桌礼
仪，积极引导大家形成文明、科
学、理性、健康的用餐理念，用

“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营造了
良好的社会氛围，引导广大居民
自觉遵守文明餐桌公约，让文明
餐桌意识深入人心，共同打好舌
尖上的“战疫”，拥抱健康生活，
共建文明城市。

文明创建 齐心协力

为助力我市文明城市创建，
加强文创工作宣传推广活动力
度，大力营造文明城市创建氛
围，滨海新区白浪湾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到辖区开
展了以“文明创建，齐心协力”为
主题的文明宣讲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分组向小
区及小区周边人群密集场所的
居民发放创建文明城市明白纸，
对文明城创建工作现阶段取得
的成绩和工作概况进行宣讲。

针对辖区部分居民存在不
文明养犬行为，志愿者重点宣讲
如何进行文明养犬、不文明养犬
可能造成的不良结果以及要关
爱小动物、不得虐待、杀害宠物
等内容。

下一步，滨海新区将继续
进行文明城市创建宣传工作，
同时号召广大居民积极参与
我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来，
共同抓好全国文明城市的创
建工作，打造文明新区、文明
社区，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 值 观 的 内 容 ，营 造 美 好 家
园。

(徐园园 张学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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