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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岛实验小学
召开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

三十二中学开展地理拼图大赛

近日，荣成三十二中开展“心
怀祖国，爱我中华”中国地理拼图
大赛，以这种特殊方式迎接新学
期到来。

此次地理拼图大赛采用计时
制，分三轮进行。参赛同学进入赛
场，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主持人对比赛规则进行
了简单的讲解，“3、2、1，比赛开
始”，一声令下，参赛选手立刻进
入比赛状态，将事先打乱的行政
区图板快速排列，找好位置，准确

归位，一时间场上安静的只能听
到拼图翻动时轻微的“窸窸窣窣”
的声音。专注的眼神，交错的双
手，还有从额头滴落的汗水，见证
了小选手们的努力和专注！比赛
结束，评出了一二三等奖，并进行
了奖励。

本次比赛检验了同学们地理
知识的熟悉程度，为培养学生的
爱国情怀和地理学科学习奠定了
坚实基础。

(肖华超 孔建明)

第二实验中学举行主题团建活动

日前，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
携手荣成市综合实践教育基地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团
建活动。

活动分室外、室内两部分，
室外活动以“和合共进”为主题，
拓展项目主要有射箭、罗马炮
架、动力圈、盲人方阵等项目。多
彩的活动激发了全体教师的参
与热情，活动中，大家齐心合力、
团结协作，顺利突破了一个个障
碍，彰显了二实中团队强大的凝
聚力。

室内活动以“感恩遇见”为
主题，包含三个篇章。

第一篇章，总结表彰。学校
隆重表彰过去一学年里，在各自
岗位上做出优异成绩的教师、备
课组、师友组。在获奖感言中，骨
干教师代表回顾了自己为班级
孩子们全心付出的点点滴滴，分
享了与团队姐妹不分彼此，携手
共进的感人故事；新入职教师则
深情叙说了学校领导、同组教师
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引导。

第二篇章，荣退仪式。学校
新近退休的几位老领导、老教师
走上舞台，接受了校领导、教师
代表献上的鲜花和祝福；在互动
环节，教师们纷纷上台，用朴素

的话语、深情的拥抱表达对老领
导、老教师的感恩与不舍之情。

第三篇章，教师宣誓。全体
教师举起右手，面对国旗庄严宣
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教书育
人，爱岗敬业；为人师表，廉洁从
教，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为荣成
教育的发展，贡献自己全部的智
慧和力量。”铿锵的誓言在礼堂
上空久久回荡。

此次团建活动，有效拉近了
教师间的距离，提升了教师团队
的凝聚力，为今后学校教育工作
的扎实、高效开展奠定了基础。

(张宗芹)

日前，石岛实验小学组织召
开了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参加
会议的有学校领导、全体班主
任、家委会成员及部分学生代
表，共计200余人。

会议由张厚波校长主持。首
先由杨阳老师向全体教师发出倡
议，号召老师们要担当重任，立德
树人，敬业爱岗，恪尽职守，做教

书育人的领跑者，做学生成长路
上的指明灯。

接着分别由老教师、青年教
师代表发言。作为老教师，徐玉
莲从教3 0年，一直兢兢业业，坚
守教育第一线，“勤勉才是硬道
理”是她的座右铭，工作中她潜
心钻研，积极探索，具备丰厚的
教学实践经验。

接下来由家长代表柳女士
发言，柳女士诚挚地感谢学校，
将孩子从懵懂无知的孩童教育
成知书达理的明德少年，在丰富
多彩、寓教于乐的德育活动的熏
陶下，在新颖有效、贴近生活的
课堂教学模式的引领下，孩子们
一路成长，阳光自信。柳女士最
后倡议家委会成员积极响应学

校的号召，配合学校工作，身体
力行、携手并进，推动学校又快
又好的发展。

紧接着由邢校长宣读促进
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围绕
着师德师风、专业技能、学校管
理、特色建设等方面，学校精细
地列出了1 6条建议并逐条做详
细的解释 .

最后，全体老师右手举拳，
面对国旗庄严宣誓，牢记教师使
命，不忘从教初心。于这个特殊
的日子里举行的宣誓活动别有
一番意义，老师们心潮澎湃、热
血沸腾，一句句誓言铿锵有力、
掷地有声，从中折射出老师们坚
定的信念与执著的追求。

(王艳)

勤俭节约成校园新风尚

近日，荣成市第二十三中学
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勤俭节约、反对浪费”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

首先开展国旗下讲话《光盘
行动倡议书》。让全体师生明白节
约是一种美德、一种远见、一种智
慧，节约更是一种境界。让“节约
光荣，浪费可耻”的理念在校园里
蔚然成风，成为一种校园的新风
尚。其次召开主题班会。此次“光
盘行动，从我做起”的主题班会的
内容包括:向学生发出“光盘行动”

倡议书并签字。向学生讲述“一粥
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的道理。

此次活动旨在引导广大师
生充分认识厉行节约、浪费可耻
的思想观念，把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贯彻落实在实际工作和日
常学习生活中，落实到具体行动
中。全体师生充分认识了开展这
一活动的重要意义，共同营造出
勤俭节约、奋发向上的校园风
气。

(谷大鹏 汤丽媛)

世纪小学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

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
际，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普及国
防教育，增强少年儿童的国防观
念，掌握必要的国防知识，荣成市
世纪小学开展了“珍爱和平 心
系国防——— 国防教育进校园”的
活动。学校邀请龙眼港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的民警高召辉同志为学
生们做了《提升国防意识，厚植爱
国情怀，做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
人和建设者》的国防教育讲座。

讲座中，高警官从如何认识
理解国防和国防意识、开展国防
教育和增强国防意识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青少年怎样提升自身国

防意识三个方面生动形象地让学
生们进一步了解了国防安全是民
族生存之盾。高警官倡议同学们
要多学习历史文化知识，增强领
土主权意识；积极参加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加强体育锻炼，培养独
立自主能力，积蓄报国力量，做国
防建设的开拓者、奉献者，做合格
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

在此次活动中，同学们既学
到了更多的国防知识，也从中深
受鼓舞，下决心从现在开始，努力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锻炼强健的
体魄，将来投身国防建设，报效祖
国。

(高珊娜)

第三十五中学召开校车安全会议

日前，荣成市第三十五中
学召开校车安全工作会议。在
这次会议上，肖新军校长首先
肯定了上一学年度在校车安
全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对各
位同志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并勉励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做
好这学期的校车安全工作。

然后肖校长强调，校车安
全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中之
重，一旦校车出现安全事故，
将 会 影 响 很 多 家 庭 。今 年 以
来，校车又多一项防疫任务，
务必做好学生体温检测工作，

不走形式、走过场，做好学校
防 疫 工 作 的 第 一 道 关 卡 。随
后，交警七中队的民警同志对
校车司机进行培训，他告诫司
机一定要把握好手中的方向
盘，不走神，不开快车、不带情
绪开车，要把学生服务好，学
生是我们的客户，我们各位司
机和照管员一定要进一步增
强责任意识，注重行车安全，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的保证每
一位学生平平安安上学，安安
全全回家。最后，交警同志还
特别对各位司机在天气转寒

之后校车安全提出了明确要
求；就安全驾驶、学生照管、车
辆维护、雨雪冰冻天气出行等
为 全 体 司 机 进 行 了 详 细 讲
解。

本次会议进一步强化了
学校校车管理人员和校车驾
驶员的责任意识，为校车安全
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会后
各位司机表示一定会进一步
增 强 责 任 意识，注重行 车 安
全，保证每一位学生平平安安
上学，安安全全回家。

(张晓玉 韩红岩)

家长讲堂陪孩子走过幼小衔接
日前，府新小学举办主题

为“陪孩子走过幼小衔接关键
期”的家长讲堂。

家长讲堂上席红杰老师
带领家长们做了“你抓我逃”
小游戏，活跃了现场气氛消除
彼 此 间 的 陌 生 感 。席 老师从

“小学和幼儿园的不同”“怎样
说孩子才会听”等方面为家长

做了培训，分享与孩子沟通的
小技巧，得到家长们的一致好
评。

李建丽老师运用理论+案
例的形式诠释了良好习惯的
培养的重要性。宗主任对开学
两周孩子们在学校的状态进
行了分析，以生动的实例让家
长消除对幼小衔接的焦虑。

此次家庭教育讲座有效
地帮助了一年级新生家长解
决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同时也进一步密
切了家校的联系。相信只要家
校携手，让爱起航，孩子们一
定会在府新小学健康、茁壮地
成长。

(于红艳)

少先队员为教师节献礼
日前，石岛实验小学少先大

队组织队员们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庆祝活动。学校利用周一升旗
仪式时间，进行“师恩难忘”国旗
下讲话，号召全体少先队员感恩
老师，尊重老师。在教师节当天，
刚踏入校门的队员们一句祝福
的话语“老师,节日快乐”温暖人
心。

队员们还利用课前歌时
间把《鲜花爱雨露》等歌曲献

给亲爱的老师。在队员们为老
师献上动听的歌曲那一刻，老
师们的脸上都露出了甜甜的
笑容，一首首动听并有深意的
歌曲带给了老师们无限的欢
乐。

在《感谢师恩，爱在我心》主
题中队会上，队员们通过演讲、
跳舞等多种形式祝老师节日快
乐，为老师献上由衷的祝福，表
达对老师的崇敬之情。为表示感

谢之意，各中队长带领本中队少
先队员为敬爱的老师敬了一个
标准的队礼。

本次活动中，少先队员们纷
纷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为教师节
献礼，用最真挚、最温暖的行动
表达尊师敬师之情。全校形成了
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进一步融
洽了师生关系，共同度过了一个
快乐而有意义的教师节。

(王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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