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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体局邀请省内外专家“把脉”
为全面调研荣成教育发展

现状，推动荣成市教育现代化发
展进程，把稳教育改革方向，提
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7月6日-7
月11日，市教体局邀请六位省内
外专家，以“促进教育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举行了为期一周的

调研活动。
此 次调 研活动，专家分为

两组，采用分级、分类、分层调
研 的 方式，面向我市教体系统
展 开 全 方位的调研活动。调研
期 间 ，专家听取了荣成教育发
展总体介绍，对小学、初中、高

中三个学段的六所学校进行入
校 诊 断 ，分别与局机关核心职
能科室负责人、校长、教师进行
了座谈。

“一流”，在于创造服务教育
的体制机制、政策制度的荣成格
局；“高质量”，在于校长理念贯

通办学要素的可持续有特色发
展的学校，在于教师追求“人的
现代化”的教育教学境界，在于
学生不但分数优而且核心素养
优的成人成才成功，在于教育持
续实现人民满意的社会愿望。通
过此次专家调研活动，市教体局

将继续以“办全国一流、高质量
的教育”为目标导向，进一步深
化基础教育改革，促进教育高质
量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强市建
设。

(宋浩)

第三十五中学严查校车安全
为进一步规范接送学生(幼

儿)车辆秩序和接送行为，提高
校车安全管理水平。7月7日上
午，荣成市第三十五中学召开了
校车安全管理工作专题会议。

今年恶劣天气频发，学区要
求校车司机及照管员就应对恶
劣天气情况下的泥石流、树木倒
伏、暴雨等灾害提前做好应急准

备措施。刘校长就如何做好校车
安全管理工作，强调了意见：一、
警钟长鸣，切实增强校车安全管
理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二、强化
校车接送安全注意事项，跟车照
管员要及时把每次接送校车司
机和学生信息反馈回学校，便于
学部及时把控校车运行的安全
状况，全力抓好校车安全管理工

作；三、进一步强化管理，不断增
强校车驾驶员和照管员之间的
合作，做到校车安全工作无小
事。

同时学校积极开展与校车
司机和照管员的谈心谈话，为他
们排解工作中的困难，疏导心理
障碍，保障行车安全。

(陈明霞 李寒毅)

石岛实验小学美化校园‘景’盖

日前，石岛实验小学组织队
员开展系列活动“我的校园我设
计”之“井盖变‘景’盖” 艺术创
意彩绘招标大赛。

首先学校发出活动倡议书，号
召同学们积极参与活动，奇思妙想
创意独特，巧妙地将学校特色文
化——— 海韵教育融入设计方案之
中，为装点美化校园贡献自己的智
慧与力量。学生兴致盎然，创作的
激情被点燃，课后利用网络平台、
翻阅书籍、请家长帮忙出谋划策等
不同的方式搜集积极向上、活泼生
动、贴合“海的诉说”主题的图片素
材，确定设计方案，完善构思创意。
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带着成
熟的想法于美术课上，通过老师的
点拨引导，同伴的切磋点评，产生
思维碰撞，激发创作的火花，进行
投入创作。最后美术老师对学生的
作品进一步点评完善，提出需要修

改的地方，指导学生更准确、更贴
切地将构思创意淋漓尽致地体现
在画作之中，终于一番努力之后，
一幅幅独具创意、童真童趣、充满
着海洋气息的作品呈现于眼前，带
来惊喜的同时，深切地感受到来自
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与大胆的创
造力。

下一步学校将从小小艺术家
们色彩斑斓、妙趣横生的作品中
遴选精品，将井盖变“景”盖。本次
活动让学生深刻地感受到艺术就
在身边，文明就在身边，激发学生
发现美、创造美、展示美的能力。
同时发挥了大家的主人翁意识，
让同学们感受到作为校园一份
子，美化校园靠大家，只有大家群
策群力，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校园才会变得更美丽、更和
谐！

(张晓敏)

府新小学开展应急演练活动

近日，府新小学开展了校园
“防恐防暴”应急演练活动。

演练前，曲跃主任对学校应
急分队成员进行了专题培训，进
一步强调了各自的职责，并根据
演练主题场景模拟，明确了具体
的避险方式，确保本次活动的顺
利开展。

下午4点，演练准时开始。两
名由教师扮演的暴恐分子，以领
导检查工作的名义企图骗过门卫
进入校园，被保安识破并阻止在
校门口。匪徒嚣张地晃动大门大
喊大叫，保安立即拉响警报，随即
报告校长。闻声赶来的教师和保
安与“暴恐分子”进行周旋，以拖
延时间，让户外活动的学生及时

撤离到教室。校长迅速通知各班
老师快速到教室，关闭门窗，做好
防护工作，切实保护好学生安全。

得知险情，所有应急分队成
员持器械迅速赶到“暴恐分子”聚
集点，与恐暴分子展开周旋、搏
斗，寻找适当机会制服暴恐分子。
最终，全体应急分队成员齐心协
力，成功制服了一名“暴恐分子”。

此次演练，考验了保安的警
惕性，让全体师生对恐怖暴力事
件发生时的应急措施、逃生方法
有了切身的体验。同时，学生的自
我保护意识、教职员工的防暴意
识与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得
到了提高。

(王梅)

第十二中学举行安全教育活动

进入夏季，天气逐渐变热，溺
水又将进入高发季。为切实做好
全体师生的“防溺水”安全教育工
作，不断强化广大师生的安全意
识，预防和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近
日，市第十二中学开展了“珍爱生
命 远离溺水”为主题的安全教
育活动。

学校利用微信公众号，发放
溺水事故和防溺水知识、措施，用
活生生的事例时刻警醒家长做好
防溺水工作；发放《致家长的一封
信》，与家长签订防溺水安全教育
回执单，让学生家长了解预防溺
水的重要性和紧迫感，同时也让
学生家长了解一些急救措施和方
法，能够更好地监督和照看好自

己的孩子。
学校利用主题班会向学生进

行“防溺水安全”主题教育活动，班
主任老师从哪些不安全地带容易
发生溺水、如何自救、如何互救、防
溺水措施“六不准”、防溺水顺口溜
等五个方面进行宣讲，提高学生安
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防溺水教育系列活动的开
展，切实增强了教师、家长、学生
的防溺水意识，提高了正确施救
的技能。我们会继续重视防溺水
工作，明确责任，齐抓共管，防范
于未然，并且积极联合学校、家庭
及社会的力量，为学生的生命安
全保驾护航。

（杜正华）

第23中学积极开展户外亲子活动
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荣

成市第23中学积极探索心理健
康教育新途径，积极组织户外亲
子活动，让学生放下手机，与家
长共同走出家门，享受自然和运
动、游戏、交往的快乐，促进亲子
互动及同伴之间的交流交往。

近日，该校在美丽的凤凰湖
公园组织了“玩转心情，乐享成

长”户外亲子活动，内容涉及
“珠行万里”“两人三足”“盲走信
任训练”“跳长绳”“打毽子”“骑
自行车”等传统游戏和体育活动
项目，30多个家庭的70余名家
长、孩子和20名志愿者参加。

本次亲子游园活动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很好地锻炼了孩
子们的运动能力，促进了亲子之

间、孩子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提
高了孩子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孩
子们在自然、游戏和运动中，放
松身心，拉近心理距离，享受了
生命的健康与活力，体验了生命
的多彩与欢乐。让孩子们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的日子里，心怀美
好，温暖前行。

(宋文娟)

荣成市2020年中考考务工作会议召开
7月13日上午，荣成市2020

年中考考务工作会议召开，通报
了我市中考报考情况，并就考试
疫情防控、考点考场布置、考生
诚信教育和监考教师考务培训、
考试纪律、舆情安全等方面的工
作进行了详细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今年的中考工作
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组
织进行的教育考试，各学校要统

一思想，明确岗位职责，压实主
体责任；严肃考试纪律，做好考
生诚信教育和监考教师考务培
训工作；强化安全保障工作，确
保各个环节不出漏洞；积极防范
化解舆情，营造良好的考试环
境。

2020年，全市初中学业考试
设荣成一中、荣成二中、荣成三
中3个考点。其中，初四考生4736

人，设159个考场(一中53个，二
中66个，三中40个)。初三考生
5104人，设172个考场(一中54
个，二中71个，三中47个)。初二
考生5438人，设183个考场(一中
62个，二中75个，三中46个)。

会上，市招生考试中心相关
负责人组织全体与会人员进行
了考务培训。

(宋浩)

市世纪小学举办毕业典礼程

7月1 0日，荣成市世纪小
学2015届毕业典礼举行，268
名世纪追风少年将在这个炙
热的七月，乘风破浪，扬帆起
航. . . . . .

本次活动活动共分为成
长篇、感恩篇、启航篇和安全
篇。成长篇展示的是由学校组

织专人制作的学生风采视频、
任课教师感言视频和家长感
言视频。感恩篇包括成长印记
和难忘师恩两个环节。起航篇
由学校领导、班主任老师向同
学们颁发了毕业证之后，由校
长 向 毕 业 生 致 辞 。毕 业 典 礼
后，师生自由合影，留下感动

的瞬间，各个班级举行了主题
丰富的主题活动，共同见证成
长的历程。

在老师们的深情祝福声
中 ，在 低 年 级 同 学 的 注 目 礼
中，全体毕业生依依不舍地跨
过毕业门，开始新的征程。

(王本芝 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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