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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传递，衣暖人心”志愿服务
为了帮助新疆地区人民更好的度过

寒冬，7月14日下午，荣成市世纪小学组
织20名教师志愿者开展“爱心传递，衣暖
人心”志愿服务活动。

此次捐赠活动以秋冬衣物为主，前
期学校组织全体教职工开展了爱心衣物
捐赠活动倡议，在短短的一周内，广大教
职工积极响应，共募集棉被、毛毯、羽绒
服等冬季物资近千件。为将此次活动开
展好，市妇联委派两名志愿者来到世纪
小学进行分拣工作的指导。经过专业人
士培训和指导，广大教师志愿者们很快
掌握了分类技巧和叠放要求。大家分成
七个小组，认真进行挑选、分拣工作，剔
除不合格的衣物，保证捐赠衣物的质量。
短短的三个小时就将捐赠的衣物进行了
分拣装袋和打包。最终将随全市的爱心
衣物一起送到新疆人民的手中。

一件衣物送出一份温暖，一颗爱心带
来一份感动。虽然此次捐赠的要求是闲置
衣物，但是很多爱心志愿者送来的都是新
买的衣物。同为华夏儿女，世纪小学师生
用行动表达了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关心与
美好祝愿，用沉甸甸的包裹寄托了自己的
爱与思念。学校全体教师继续尽自己的全
力参与到全市爱心志愿服务活动中来，为
文明荣成的创建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将
这份爱心和温暖不断传递下去。

(邹云红 孙英)

“礼让斑马线 倡导文明行”
7月份以来，市世纪小学先

后组织10名教师志愿者在园林
局岗开展“礼让班马线 倡导文
明行”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教师志愿者们身着
志愿者服装，手执“文明出行”引
导旗，按时到达路口开展文明引
导活动，服从交警的指导调度。
教师志愿者们态度和蔼，语气委

婉，用文明的方式引导市民遵守
交通规则，对过往行人闯红灯、
不走斑马线、机动车斑马线前不
减速等不文明的交通行为进行
劝导，引导行动困难的老人、孩
子安全快速穿过马路，号召广大
市民摒弃交通陋习，养成文明行
路、文明驾车、礼让行人的好习
惯。

小小斑马线,既是生命安全
线,又是文明标准线。“礼让斑马
线 文倡导文明行”活动的开
展，带动了更多的人参与到文明
出行的行列中来，进一步推动斑
马线前主动停车让行的文明行
车风尚，不断提升我市文明形
象。

(邹云红)

世纪小学扎实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日前，荣成市世纪小学组

织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深入
开展好治理教师有偿补课专项
活动。

学校主要负责人带领全体教
职工认真学习教体局《关于进一
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深入开展治
理教师有偿补课专项活动的通
知》精神，全面系统学习《山东省
教育厅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新时
代教师职业行为准则和师德失范
行为处理办法等系列文件的通
知》、《山东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
关于印发<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
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
>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回顾和总
结上半年学校师德建设情况，指
出学校目前师德师风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改出意见

和建议。提醒广大教师要严守师
德底线，坚决禁止参加“升学宴”

“谢师宴”、索要或违规收受钱物
等行为，利用假期期间重新认真
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学习优秀教
师的先进事迹，自觉遵守职业行
为准则，坚守师德底线，时刻自
重、自省、自警、自励，做人民满意
的“四有”好老师。

会议的最后，组织全体教职
工签订了《荣成市世纪小学教师
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书》，大家
纷纷表示一定严格规范自己的言
行，不逾师德红线，利用假期时间
积极参加文明护路、防溺水等文
明志愿活动，共同为文明荣成的
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树立教师
的良好形象。

(王本芝 姜小丽)

观海路幼儿园开展毕业季观影活动

为了开阔孩子们的视野，丰
富他们的社会实践知识，培养为
理想而坚持的信心，学会做一个
勇敢的人，2020年7月14日上午，
观海路幼儿园开展了毕业季《一
起长大的时光》系列活动之集体
观影活动。

活动前孩子们首先进行了谈
话活动，分享了自己对电影知识
和观影规则的了解。接着通过调
查统计确定了观看的影片是孩子
们最喜爱的动画片《疯狂动物
城》。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

“选票机”上选择座位、标记座位，
然后自制影票排队检票对号入

座，观影活动有序展开.孩子们聚
精会神地跟随着兔子警官朱迪开
始了这场疯狂曲折的探案之旅。

观影过程中，孩子们会因树
懒先生的“慢动作”而哈哈大笑、
会因发狂的水獭而紧捂双眼、还
会因朱迪遇到困境而紧张不安、
也会因真相大白而放松释然。孩
子们在这妙趣横生的动物大都会
中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毕业季的活动一直在进行，
相信孩子们的未来会拥有无限可
能，祝福他们做一个为梦想而努
力的小小少年。

(曲辉 林椿晟)

世纪小学开展防溺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
连日来，荣成接连下了几场

大雨，河水水位已经达到警戒水
位，为了有效预防溺水事故的发
生，呵护学生的生命安全，荣成市
世纪小学党支部成立“爱心护河”
志愿服务队，开启暑期防溺水志
愿活动。

学校党支部充分发挥“信用
体系管理机制”，制定防溺水志愿
活动实施方案，对活动的时间、负
责人、活动日期等进行详细安排，
采用网上老师自愿报名的形式组
织开展活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教师们就报满暑期“爱心护河”名
额，大大激发广大教师的参与度
及参与的积极性，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防溺水志愿服务活动由班子
成员带队，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

用，排查学校周边的大大小小的
池塘、水库、河流，合理安排志愿
教师的岗位与职责，每天不间断
地巡查，防止学生私自到河边等
危险地带玩耍，对在河边钓鱼的
群众耐心做好劝服和警示工作。
同时通过家长群定期发送安全提
示，提醒家长不要带领孩子到河
边玩耍，让家长在思想上充分的
重视起来，大手拉小手，督促孩子
们在暑期不忘保护自身安全，确
保最大限度避免悲剧的发生。

通过“爱心护河”防溺水志愿
活动，广大教师希望尽己所能预
防溺水事故的发生，为全体学生
渡过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做出自
己的努力，家校共同配合，为学生
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孙英)

二十三中学开展系列劳动教育活动
为进一步推进学校绿色

素 质 教 育 改 革 ，在 期 末 考试
结束后 ，种 植 社 团 的师生 们
相约来到种植园。

在“百蔬园”、“百草园”、
“ 百 舸 园 ”里 ，大家拔 草 、松
土、捡石子、捉虫子……炎炎
烈 日 下 ，同 学 们 用 辛 勤 的 劳

动守护 着 自己的 一 片 天 地 。
收获 着 劳 动 快 乐 的 同时，同
学 们 也 感受着收获 的 喜 悦 。
黄 瓜 、辣 椒 、西 红柿已 经 成
熟，采撷下来和老师、同学分
享收获的喜悦。花卉园地里，
小园艺师在社团老师的指导
下 ，精 心 修剪着 修剪着 已 开

过花的枝杈，用心修剪花形，
让校园更美丽。

劳动体验是最接地气的
生活教育。一上午的劳动课堂
让孩子们真正地享受了田园
带来的乐趣，体验了付出带来
的快乐，懂得了劳动的意义。

(谷大鹏 王晶 )

“童心向党”深化爱国意识教育
为庆祝建党99周年，树立从

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的志向，
激发学生跟党走的爱国爱党情
怀，荣成市第十一中学小学部开
展2020年“童心向党”主题教育
活动。

星星火炬向党，唱支歌儿给
党听。学生们通过录制唱歌、手
势舞等形式的短视频，抒发爱国
爱党情怀。活动中，各班级以饱

满的热情，演绎着一曲曲经典红
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红星歌》、《共产儿童团
歌》、《爱我中华》等这些歌颂党
的爱国歌曲，培养了学生爱党、
爱国、爱民族的思想感情，使学
生在歌曲传唱中得到了熏陶。随
后，各班级组织观看爱党电影，

《狼牙山五壮士》、《中华儿女》、
《平原游击队》等爱国爱党电影

的观看，缅怀历史，增强爱国之
情和民族凝聚力，在潜移默化中
感受爱国主义教育。

本次活动的开展，让学生在
增长知识、提升能力的同时，增
强了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为学校
进一步深化爱国意识教育和集
体主义教育活动起到了强有力
的推动作用。

(李丽华)

“诚信进校园”守信从自身做起
为进一步优化学校育人环

境，营造良好诚信氛围，加强学
生诚信教育和信用管理，养成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荣成市第十一中学开展了“诚
信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

学校各班级召开了“诚信
伴我成长”主题班会，对学生进
行进行诚信美德教育。各班以

“如何做好诚信学生”为切入
点，通过组织讲诚信故事、分享

诚信名言等形式，让学生查找
自身在诚信方面的缺失，然后
反思自己的行为。并组织开展
了诚信手抄报比赛，以赛促学，
以赛立身，图文并茂的手抄报
营造了人人讲诚信、时时讲诚
信、处处讲诚信的浓厚氛围。每
名学生签订了个人诚信承诺
书，强化了学生的诚信规范意
识，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诚
信宣誓活动”，引导学生砥砺诚

信品格，塑造诚信人生，争做诚
信之人。

系列诚信教育活动的开展，
增强了同学们的诚信意识，同学
们一致表示：“诚信”从自身做
起，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争
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好学生；同时
学校将诚信教育与日常教育相
结合，建立诚信教育长效机制，
确保诚信教育落地生根。

(李丽华)


	WR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