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国教育从小抓

为传红色基因，筑书香
年华，近日，乳山市大孤山镇
中心学校让爱国主义教育进
课堂，重拾红色经典，让学生
们更好地了解红色文化、培
养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教育是不分
年龄段的，该学校将红色主
题教育带进每个班级，每周

一固定时段播放红色电影，
《鸡毛信》、《闪闪的红星》、
《小兵张嘎》等一部部红色
教育影片与学生进行零距
离接触。通过观看一部部电
影，让学生们了解到在特殊
年代战士不畏艰险、不惧困
难、不惜生命与不怕牺牲的
崇高品质，也学习了海娃、

潘冬子、张嘎机智、勇敢与
顽强的奋斗精神，从而永不
忘记那段可歌可泣的红色
历史。观影后，孩子们纷纷
写下观后感，既让他们进一
步了解了这段悲壮的历史，
也表达了他们对革命战士
最真诚的敬意。

(姜美丽)

乳山市大孤山镇让廉洁文化活起来

近年来，乳山市大孤山镇
发挥廉洁文化示范引领作用，
以打造勤政廉洁镇村、树“知
廉耻、明礼仪”村民形象为引
领，切实打造“一镇一品”廉洁
文化阵地。在活动中，大孤山
镇结合自身特色优势、发展理
念和廉洁文化元素，将廉洁思
想、廉洁元素与村规民约、村
民日常生活有机整合、相得益

彰，达到寓教于乐、润物无声
的宣传效果。

活动为媒，营造廉洁思想
舆论氛围。大孤山镇纪委深入
贯彻落实廉洁乳山六项主题
行动以及新时代廉洁文化“十
二进”工程，充分利用现有的党
员活动室、文化活动室，设计制
作以廉政为主题的标语横幅、
宣传展牌。在村民聚集活动场

所以生动形象的廉政漫画、通
俗易懂的廉政小故事装饰上
墙，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廉洁文
化的魅力。此外，这个镇自编舞
蹈《荷叶甜甜 和谐清廉》，通
过继承传统内涵、创新展示形
式，在广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
中营造了知敬畏、存戒惧、守底
线的良好氛围。

(许文娟 宋潇颖)

昆仑路桥“打通”群众致富路，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在乳山市冯家镇
上口村，工人们正在对进村
主路两边的排水沟进行修
缮。看着平整干净的主路，村
民们连连称赞。“不久前，这
条进村主路还是坑坑洼洼，
开车路过颠簸的很。”村民
说。承建西部环山路项目的
山东省昆仑路桥工程有限公
司在繁忙的公路建设中，不
忘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帮扶

镇村完善基础设施，推动乡
村发展。

作为威海西部环山路乳
山段冯家镇上口村至下初镇
辛家疃村标段的承建方，山
东省昆仑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于今年正月十七正式开工，
在开展紧张繁忙的施工建设
同时，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帮助沿线村完善道路交

通设施。近一年的时间，已经
为冯家镇免费提供4000多平
方米的沥青罩面，修建多座
村级桥梁，对部分河道、平塘
进行清淤疏通、协助村级拆
除违建，并多次无偿提供挖
掘机、铲车、洒水车等大型工
程车辆，帮助周边村改善基
础设施，进一步助力乡村振
兴。

(刘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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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点”解决问题 “手把手”开展培训

乳山把“课堂”搬到农民田间地头

“手把手包教包会，很实
用，对胃口！”近日，在乳山市
南黄镇北斜山村陈国海家的
蔬菜大棚，乳山市农业农村
局的农技人员把“课堂”搬到
了农户地头，根据农民实际
需求“现场定制”技术指导，
开展“面对面”“点对点”“一对
一”培训咨询和技术指导服
务，收获了大棚种植户们的
一致好评。

为解决农业生产中的
“急”“需”“难”等问题，自全市
干部作风大改进行动开展以
来，乳山市进一步充实产业扶
贫技术专家库，发挥农业专家
作用，精准服务“三农”工作，
组织专业技术培训进“地头”，
组织现场实践教学，手把手帮
助农民速成“种养达人”。

“苹果要剪枝了，组织农
民到果园手把手教。草莓该
施肥了，就到大棚里进行现
场指导。做给农民看，带着农
民干。”

不仅如此，农技人员结
合农民特点、学习规律和生
产经营需要，不定期地深入
各镇区街道的田间地头，帮
助种植人员分析蔬菜新品
种，指导病虫害的防治。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实施
主体，现代化农业建设需要一
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
新型农民充当生力军。为进一
步优化“三农”服务，乳山市把
开展农民培训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有力抓手，让干部深入基
层发现群众需求，解决群众难
题，整合系统资源，开展分类

培训，打造农民培训直通车，
全力提升农民综合素质，激发
了农民投入乡村振兴的巨大
创造力和潜力。

在加强农民知识培训的
同时强化技术推广。针对农
民渴望增加农业技能的需
求，通过分布于全市的培训
基地、田间学校，把课堂移到
田间、实践搬进基地，就地培
训农民果园管理、农业种植
等实用技能。今年乳山市先
后承办了小麦绿色防控现场
会、草地贪夜蛾防控现场会、
花生新品种展示及高油酸花
生绿色高产栽培示范会，通
过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
训，使其成为新技术新品种
的使用者、传播者、受益者和
家庭农场的领办人。

为从源头保障农产品质
量安全，乳山市积极开展落实
农产品质量安全双随机检查，
从全市农资经营主体和农产
品生产基地中随机抽取一定
比例，重点检查农药经营许可
制度的落实情况，加大打击销
售和使用禁限用农药的力度，
净化全市的农资市场。

“客户可根据扫码了解
到农产品的产地与联系方
式、具体的操作方法，而且可
深度追溯。扫码系统是和农
业局联网，可以追溯到蔬菜
的每一样指标的含量是多
少，能给大家提供安全放心
的食品。”乳山市农业农村局
通过邀请专家从优质农产品
入手，利用已有信息化平台，
建设质量追溯体系，推行食

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推动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新
模式，全面提升我市农产品
质量安全水平。

如今，乳山市已筛选出
苹果、大姜、蓝莓、草莓、茶叶、
蔬菜等6大类、78个标准化基
地，全部安装配套农残速测
仪、条码打印机、扫描枪等设
备，还对农残速测情况全程
监控。尤其加强对“育苗播种
-生产种植-仓储物流-经营
销售”等重点环节的管控，反
复实践、不断调试，实现人
员、技术、信息、操作相互磨
合，成效不断提升。截至目
前，乳山市农业农村局已授
权277个经营主体使用，发放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过万张。

为加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方面，乳山市强化农业保障体
系建设。今年，以政策型保险
为基础保障，探索开展了蓝
莓、葡萄、生姜、茶叶4个地方
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和村级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规模
化粮油生产最低收入保险，加
强了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目
前，政策性农业保险涉及小
麦、玉米、花生、苹果、大豆、
桃、温室大棚7类，共投保15.97
万户次，承保面积达到42 .47
万亩次；茶叶、蓝莓、葡萄和生
姜特色种植业保险共投保273
户，1088.5亩；春玉米最低收入
险共投保4.52万户、8.93万亩，
村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
规模化粮油生产最低收入保
险共投保6户、1134亩。

(宋潇颖)

乳山均衡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

近年来，乳山始终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强基固
本、开拓创新，全面深化教育
改革，注重内涵发展，规范办
学行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对高质量教育的现实需求，
全市呈现出小学基础不断巩
固、初中质量全面提高的良
好势态。在成功创建为“全国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的基础上，目前正积极向全
国首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市”迈进。

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拓宽
教育公平之路。义务教育学校
全面实行建设标准、教师编制
标准、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
额、基本装备配置标准“四统

一”，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强化
设施建设，学校硬件设施水平
全面提升。优化城乡教师资源
配置，全面实施中小学教师

“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常态化
推动优秀校长、教师在城区和
乡镇学校间进行流动，促进了
城乡教师均衡发展。探索建立
了“二实小——— 西苑小学部”
办学集团，打造教学质量共同
体，计划通过试点后在全市推
广，实现全域教育优质均衡同
步发展。

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
教育理念，组织实施了“体
育、艺术2+1项目”。围绕落实
素质教育要求，学校积极拓
宽学生成才渠道，在体育方

面重点开设了乒乓球、足球、
羽毛球、篮球、排球、跳绳、游
泳、健美操等各类健身社团，
为学生多方面的体育爱好和
特长发展搭建良好平台。在
音乐和美术方面设立了舞
蹈、器乐、声乐、戏曲、绘画、书
法、手工制作等各类社团，让
学生结合自身爱好自愿报名
参加，不断提高学生的艺术
特长水平。实施健康教育，建
立学生视力健康发展档案，
全面落实学生每天2次眼保
健操、每学期2次视力状况检
测和1次视力健康教育活动
等规范要求，学生视力下降
现象得到有效改善。

(姜艳艳 李莎莎)

乳山市府前路学校推动“全科阅读”

今年以来，乳山市府前
路学校将“全科阅读”作为一
项新的事物添加到日常教学
研究和课堂教学实践的探索
中来，重点围绕什么是全科
阅读、全科阅读对提高学习
力和学业成绩的重要性、应
该以怎样的态度与方式参与
到课堂学习中来等方面进行
了一定的研究探索。

针对初步研究探索取得
的成果，该学校迅速调整方
法，继续深入研究，先后确定
了如何在已有的教学案模板
上呈现阅读式教学的环节和
内容、如何选择具有教学价
值的阅读资料、如何在作业、
习题、考题中呈现考查学生
阅读能力的阅读材料等主题

作为支持性研究探索项目。
通过边研究边实施，学生的
阅读速度和阅读能力有了明
显的提高，课堂效率也随之
提高。

同时，该学校还将习惯
培养作为常态化管理的方
向，确定了“习惯养成活动
月”，由班主任通过班会课，
围绕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
主题，深入学习各类行为规
范，明晰要求。各级部分别召
开本级部班干部会议，就班
级各项常规工作量化检查进
行专题培训，以查代训，以评
代培，督促学生良好行为习
惯的养成。最后，各任课教师
在课堂中讲解、训练、纠正，
持续评价，逐步形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通过系列习惯培
养活动的扎实开展，学生的
行为规范程度大大提高，通
过学习习惯的培养，学生的
学习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提
升。

除此外，学校还积极开
设“家长阳光课堂”，致力于
家庭教育方法的研究，根据
各级部学生的特点和家长们
的不同需要，为家长量身定
制了一套适合孩子年龄特点
的家教指导方案。尤其是针
对初一孩子由小学到初中的
过渡阶段、考试后的焦虑心
情、言传身教的模范示范、高
效的学习方法等，推动实现
家校共建。

(宫平平)
乳山市府前路学校举行“深度学习”教学展示

近日，乳山市初中教
学工作研讨会在乳山市府
前路学校举行，各个初中
教研员、学校领导齐聚乳
山市府前路学校，进课堂、
进组室、进会场，边看、边
听、边记、边议。府前路学
校党支部高度重视此次教
学展示活动，先后召开了
专题的研究部署会议，安
排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专门
负责本次活动的组织实施
和宣传。本次活动府前路
学校组织9个学科的公开
课的展示，开放了11个学
科组、年级组的集体研讨。
公开课的展示以近几年学

校开展的深度学习课题研
究成果----深度学习教学
模式为课堂设计的主题框
架，集中展示深度课堂问
题设计的“魅力”；学科组、
年级组的集体研讨展示以
深度学习课题研究成果---
--深度学习观课量表为蓝
本，集中展示设计深度课堂
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的观
课指标，课堂即时生成问题
的教师处理的方式。

近年来，府前路学校紧
紧抓住“集体教研”和“课堂
教学”教育质量腾飞的一体
两翼，依托名师团队、学校
骨干，聚焦备课、教法、学

法、命题、拓展等合力研究，
打造“深度课堂”；灵活采取

“问题式”研究、“小板块、小
专题”研究等方式，及时解
决问题，并通过经常性的交
流、推介进行成果共享，抓
实“深度教研”。课堂上设计
的问题不仅注重知识的掌
握，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提
升。设计“深度问题”，引领
学生知识的掌握，能力的提
升，思维的培养。打磨深度
课堂，抓实深度学习小课题
专项研究，有效的促进了教
学质量的持续攀升，擦亮了

“卓越”办学的特色。
(刘军 于娜)

“透明村居”工程让老百姓心里亮堂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

的党员和群众代表会议在
乳山市海阳所镇海阳所村
的大会议室里召开了，会
场上坐着该村的83名党员
和40名村民代表，大家在
静静地听着村党支部书记
王应虎同志关于该村“三
资”清理方面的汇报。针对
每一户的具体情况，村两
委干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

上，逐个提出处置意见，然
后提请党员大会和村民代
表大会进行讨论并进行现
场表决，表决通过后再张
榜公示，接受全体村民的
监督。

“ 这 种 公 开 的 形式
好，透明度高，村干部怎
么处理敏感事物老百姓
心里亮亮堂堂。”针对群
众 的 期 盼 ，海 阳 所 镇纪

委通过在全镇范围内开
展“ 透 明 村 居 ”工 程 ，把
村级的重大事项全程置
于 群 众 的监督 之 中 ，通
过对“四议两公开”执行
情 况 的 再监督 ，进 一 步
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 向 基 层 纵 深 发 展 ，打
通 了 再监督 的“ 最 后 一
厘米”。

(孙玉阳)

“精致农家”点亮贫困户生活

乳山市育黎镇积极常
态化开展“精致农家”活
动，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
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独特作
用，积极投身“精致农家”
创建，全面清理农村群众

院内、室内卫生，做到庭院
净、门窗净、地面净、灶台
净 、炕 铺 净 、厕 所 净“ 六
净”,形成“一个妇女带动
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
周边群众”的工作格局，以

家居“小美”助力村庄“大
美”。目前育黎镇全镇397
户享受政策贫困户95%以
上都达到了精致农家的标
准。

(李志超)

乳山市海阳所镇：贫苦户也能“扛大梁”

秋冬时节，走进乳山市
海阳所镇李家村，在整齐划
一的木耳基地，新搭建的木
耳大棚在太阳的映照下闪
着光亮。“这是俺村的黑金
子，贫致富全靠它了。”负责
大棚看管的李永超说。

李永超曾因双腿行动
不便，生活贫困。在扶贫政
策帮扶下，他不仅通过手
术治疗，逐渐恢复劳动能
力，还积极参与到村集体
大棚建设工作。现在在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

下，李永超已成为乳山市
塔岛湾农业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一名成员，在合
作社里负责日常工作，通
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的
明天。

(程家浩)

育黎镇开展志愿服务贫困户活动

近日，乳山市育黎镇
开展贫困户居住环境改
善提升行动，由村级主要
负责人牵头，充分发挥村
干部、妇女骨干作用，逐
户对贫困户家庭卫生开
展一次大清理，并定期开

展为贫困户洗一次衣服、
蒸一锅馒头或做一桌丰
盛的 晚 餐 。通 过 镇 村 联
动，多措并举，使贫困户
切实感受到党的温暖以
及政 府 、村级的 关 心 关
爱。

下一步育黎镇继续发
挥村级及广大妇女骨干作
用，使定期为贫困户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形成常态，
不断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

(李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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