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畅园学校举行“庆元旦，唱红歌”歌咏比赛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
活，展示学生艺术才华，
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活泼
的校园文化氛围，推动学
校艺术教育的纵深发展，
弘扬当代的爱国精神，乳
山市畅园学校举行“庆元
旦，唱红歌”歌咏比赛活
动。

比赛中，同学们激情

昂扬，歌声嘹亮，着装统
一，队列整齐。指挥员手势
准确到位，节奏感强，富有
激情和感染力。《祖国祖国
我们爱你》、《我爱北京天
安门》、《红星歌》、《歌唱祖
国》、《国家》等一首首精心
选取的歌曲在赛场上响
起，观众席上不时想起热
烈的掌声。歌声催人奋进，

气势振奋人心，一次次将
比赛推向高潮。本次歌咏
比赛，同学们用嘹亮的歌
声、铿锵的誓词表达了爱
党爱国之情，充分展示了
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
神风貌，对推动校园文化
建设，构建和谐校园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邢红 于洪青)

拒绝校园欺凌，打造阳光心态

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构建健康阳光
的德育体系，培育有高尚
品德的新时代中小学生，
乳山市乳山口镇中心学校
通过采取进行专题教育、
严肃校规校纪、规范学生
行为等措施，促进学生言
行的健康发展，为建设平
安和谐校园提供了有力保
障。

一是强化教育，摆正
思想。学校开展以拒绝校
园欺凌为主题的专题教
育，邀请当地派出所警官
到校开展法律法制教育，
利用例会组织教师学习对
校园欺凌事件预防和处理
的相关政策和方法等，号
召各班级签订拒绝校园欺
凌承诺书，利用在国旗下
讲话、主题班会、校园广播

站等形式，广为宣传校园
欺凌带来的恶劣影响，引
导同学们正确对待校园欺
凌问题，摆正思想。

二是完善机制，规范
言行。加强校园欺凌治理
的人防、物防和技防建设，
制定完善校园欺凌的预防
和处理制度，建立校园欺
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深
入学习中小学生日常行为
规范，完善乳山口镇中心
学校学生一日规范，利用
制度纪律规范学生言行。

三是心理援助，健全
人格。充分利用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中心积极进行心
理援助，促学生心理健康
发展；班主任对特殊学生
定期进行谈心谈话，适时
进行心理干预，促其人格
趋向健全；利用家访，帮助

学生共建健康和谐的家庭
生长环境，打造健康阳光
心态。

四是评典树优，弘扬
正气。结合学校班级月评
制度，对在校园欺凌专项
治理主题教育活动中积极
参与、表现突出的中小学
生授予时代“小先锋”称
号，进行表彰，为学生树立
典型；结合学校四德工程
建设与文明礼仪教育开展

“爱德之星、美德之星、孝
德之星、仁德之星”评选，
在校园中树立语言美、行
为美、心灵美的学生典型；
利用宣传栏、校园网、校园
广播、报刊等，对优秀学
生、校园典范进行大力宣
传，弘扬校园正气，提升学
生思想道德素质。

(任宗淑)

乳山特校开展感觉统合康复训练教学模式研讨

感觉统合失调会导致
大脑无法合理安排身体的
动作，包括注意力、自我控
制力等，在不同程度上削弱
了孩子的认知能力与适应
能力，使其无法完成更高
级、更复杂的认知活动。久
而久之形成了各种障碍，推
迟了孩子的社会化进程，最
终严重影响孩子的健康成

长。
乳山特校感觉统合课

题组根据学生生理、心理发
展特点和障碍情况，开展感
觉统合康复训练教学模式
研讨。课题组成员各抒己
见，多方考证，最后一致认
为感觉统合训练的本质是
采取游戏的形式，让孩子乐
于接受，因此在感统训练过

程中，课题组成员丰富感觉
统合游戏的形式和内容，进
行个别化、有针对性的设
计，让孩子主动参与训练，
在愉悦的氛围中完成感觉
统合训练，协调康复学生神
经系统的组织及整合功能
的发展，使特殊儿童康复教
育上一个新台阶！

(宋堃)

徐家镇中心学校“走进一中,落实初高衔接”

为纵深推进“冬教冬
学”，有效落实“初高衔接”，
徐家镇中心学校组织各学科
教研组长、骨干教师开展“走
进一中，落实初高衔接”活
动。

首先观摩了一中老师
的四节常态课，感受到知
识与能力、习惯培养都与
初中的教学有很大的不

同。其次每个学科组对于
初高中衔接的探索如何展
开，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
学科知识教学衔接——— 高
中老师列出了衔接知识点
清单，需初中老师加倍培
养；全科阅读教学衔接———
引导学生围绕本学科的主
体性知识进行阅读培养，提
高学生答题阅读的能力；习

惯能力培养教学衔接———
提出了“抓早抓小，常态高
效”的原则，让每个学生在
初中阶段就培养好良好的
学习习惯，到高中好习惯自
然成。之后，一中副校长万
秋丽《尖子生培养和新高考
策略》的报告让徐中的老师
们大开眼界。

(姜鲁英)

乳山实验中学举办“争做最美教师”文明礼仪培训
为了进一步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全面提升教师形
象及教师文明礼仪素养，营
造和谐的养正育人环境，12
月26日，乳山市实验中学特
邀请第一实验小学政工副
校长刘红岩对全体教职工
进行教师礼仪培训活动。

培训会上，刘红岩从
教师的着装、化妆、教师对

待学生的应有的微笑、目
光和表情，以及教师与人
沟通的眼神都作以详细的
讲解，要求注重仪表，要和
谐而得体，自然而朴实。刘
校长通过实际操作，深入
浅出，让老师们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受到教育和启
发。培训结束，教师们纷纷
表示要将学到的礼仪知识

转化为平时的自觉行动，
始终以规范的礼仪展现教
师的人格魅力，始终以严
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树立
实验中学教师的良好形
象，争做一个优雅的教师，
成为言传身教的楷模，竭
力创建文明养正学校，打
造和谐养正校园。

(刘春红)

西苑学校举行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
为进一步提高青年教师

课堂教学能力，近期，乳山市
西苑学校小学部在“固初心，
强作风，聚合力，促提升”主
题活动的引领下开展了青年
教师课堂教学大赛活动，用
知行合一的实际行动推动学
校冬教冬学高质量前行。

首先，学校对22名青年

教师的参赛学科及赛课时
间做了具体详实的安排，以
便参赛教师能够充分准备；
其次，每节课都由业务干部
和同年级同学科的教师参
与听课；最后，在所有青年
教师讲课结束后，业务干部
及时同讲课教师进行了评
课交流，提出了改进建议。

通过认真组织，精心准备，
比赛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本
次赛课活动既是比赛，又是
观摩学习，较好地展现了青
年教师的风采。活动后，学
校将课堂教学水平较好，可
塑性较强的12名教师确定
为课堂教学重点培养对象。

(胡红霞)

元旦小长假，即将到
来。作为2021年的第一个
假期，你是否会约三两好
友嗨聚一场，以犒劳这一
年来辛苦的自己？抑或在
假期中放肆追剧、熬夜开
黑？其实，假日放松是许多
年轻人的生活常态，但要
注意假期给胃放放假，避
免加重胃部负担。

预防胃部“闹情绪”，
几大伤胃习惯，你中招了
吗？

其实，在假期到来时，
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极易
被打破，而这便是引起胃
部不适的主要元凶。常见
情况有：熬夜、晚起、早午
饭并一顿等，这些看似是
小事儿，却在无形中伤害
我们的胃部健康。因为胃
是一个“讲原则”的器官，
它需要稳定规律的工作和
休息，一旦工作节奏被打
乱，胃部疾病便随之找上
门来。

假期中难免聚会繁
多，尤其在元旦这种欢乐
的节日，聚餐、聚会便更加
频繁。亲友相聚，桌上难免
会多添几道高油高盐的

“大菜”、多备一些高档烟
酒。但这些“好东西”，往往
会给我们的肠胃徒增负
担。油腻、高油盐的食物不
利于胃部的健康，易引发
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甚
至造成反酸的情况；而烟
酒会直接刺激胃部，从而
导致胃黏膜受损，加大患
胃病的风险。

此外，许多人一到假
期就会变成“沙发土豆”，
整天窝在沙发或床上看电
视、玩手机，缺乏运动。胃
部缺乏动力，易造成消化
不良、胀气等不适症状。

难以想象，这些看似
无伤大雅的假日小事，却
是将我们一步步推向胃部
疾病的罪魁祸首。因此，假
期更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生
活方式，多多关注胃部健
康。

养成良好习惯，治胃
养胃同步走

为了提前预防假期带
来的胃部不适，假期中的
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胃
放放假。假期应减少高油
盐食物的摄入，避免烟酒
刺激，需延续平时良好的
饮食、作息习惯，以免因为
假期生活、饮食不规律，造
成胃疼、胃胀、消化不良等
胃部不适；同时，冬季人体
运动量减少，可以适当运
动，能加速人体新陈代谢，
提高肠道蠕动能力，有效
增强胃动力。

当胃部已经发生不适
时，也建议选择一些温和、
有效的胃药来积极治疗。
在众多胃药产品中，中成
药摩罗丹因其适用范围
广、药性温和、质量稳定、
可长期服用而被胃病患者
所喜爱。

摩罗丹选用百合、茯
苓、玄参、乌药、泽泻、麦
冬、当归、白术、茵陈、白
芍 、石斛 、九 节 菖 蒲 、川

芎、三七、地榆、延胡索、
蒲黄、鸡内金等十八味地
道中草药，组方严格遵循
了 中 医 理 论 中“ 君 臣佐
使”的配伍原则，具有和
胃降逆、健脾消胀、通络
定痛等功能。

为了确保药性温和、
疗效确切，自1985年上市
以来，摩罗丹已完成近200
篇课题研究，研究表明摩
罗丹对急性胃炎、慢性浅
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
炎、功能性消化不良、胃溃
疡等多种胃病治疗有确切
的疗效。

除此之外，三十余年
来，摩罗丹也始终追求严
苛品质，从源头取材到出
厂上市层层把关。甄选特
定环境下生长的药材，通
过对在线监控系统进行生
产监控、对每批产品进行
出厂检验及留样分析，确
保摩罗丹产品质量的稳定
性及均一性。这也是多年
来，摩罗丹能斩获数十种
奖项，并获得广大医患群
体青睐的重要原因。

经过多年的市场口碑
积累，2020年，摩罗丹更是
蝉联入榜“2019-2020年
度家庭常用肠胃药”榜单；
入选“2019-2020年度家
庭常用肠胃 ?中成药”榜
单，夯实了摩罗丹在消费
者心目中的优选地位。

假日放松，温和养胃。
值此佳节，不如一起规律
作息、规律饮食，减轻肠胃
负担，给胃放个假吧！

元旦小长假给胃放个假摩罗丹常伴护“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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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新衣·壹点心意”大型公益活动开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宁

衣暖寒冬，让爱前行！告别2020
年，2021年的征程即将启程，在公益
之路上，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不忘初
心，脚步从未停顿。新年第一道曙光
即将来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一
件新衣·壹点心意”大型公益活动正
式开启，本次活动由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威海融媒中心主办，将为威海
市乡村孩子、家庭生活困难的孩子
购买新年新衣，温暖迎接新年。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

未来。无论生活在哪里，生活多么
艰苦，他们都应该都受到社会各界
的关心和帮助。关爱乡村孩子、家
庭生活困难的孩子，汇聚社会力量
和爱心，在数九寒冬送去一件新年
新衣，送上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的
一份心意，不仅为孩子们御寒，更
是对他们成长的关注关爱。

用爱拥抱2021，元旦前后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威海融媒中心将走
进威海基层，用镜头和文字记录孩

子们的故事，捕捉每一个感人的瞬
间，传递爱心和力量，温暖这座城
市。

前期在相关单位、学校和社
区以及社会公益组织的大力支持
下，本次活动共征集到威海100余
名孩子，爱心企业会根据孩子们
的具体身高和性别，展开一对一
精准关爱，为他们购买新衣。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威海融媒中心将
会分批将爱心企业购买的新衣服

送到孩子们手中，连续跟踪报道，
划出一道美丽的爱心弧线，引领
更多的社会人士去关注乡村孩
子、家庭生活困难的孩子，传递公
益力量。

没有一个寒冬不可逾越，也
没有一个春天不曾来临。在活动
前期准备时，“中国好人”、双举海
参总经理李双举就表示要为孩子
们送上“冬日温暖的拥抱”，让孩
子们笑得更灿烂。据了解，李双举

从1998年资助5个孩子起步，到
2008年启动更大规模的筑梦行动
至今，李双举每年都要拿出10多
万元，至少资助200个孩子。23年
间，李双举的这一仁爱之举从未
中断。

如果您是爱心市民或企业
代表，也想冬日里为孩子们增添
一份温暖，请联系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刘宁1 5 8 9 8 9 7 2 8 8 5
咨询。

午极镇开展“送暖冬、过暖年”走访

近 日 ，午极镇 安 排
镇 干 部 开 展“ 送 暖 冬 、
过 暖 年 ”走 访 活 动 ，对
全 镇 3 0 6 户 贫 困 户 进 行

走访了解贫困户基本生
活 情 况 、过 冬 取 暖 情
况 ，对 一 氧 化 碳 中 毒 、
用电取暖安全等进行宣

传 ，切实保 障 贫 困 户 安
全 温 暖 过 冬 ，巩 固 脱 贫
成效。

(单波)

午极镇开展脱贫攻坚评估验收整改提升

午极镇积极开展脱
贫攻坚评估验收整改提
升工作，对全镇贫困群众
进行走访摸排，对贫困户

脱贫情况、各项扶贫政策
落实情况、帮扶责任人帮
扶情况进行核查，发现问
题即时整改。经过核查各

项扶贫政策均已落实到
位，贫困户脱贫稳定，贫
困群众满意率100%。

(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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