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畅园学校教师聆听《终身学习,利己达人》读书报告

近日,乳山市畅园学校
全体教师聆听了张耘校长
的《终身学习 利己达人》
的读书报告。报告首先讲
读书学习对教师的重要
性——— 以德立身、以德立
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

坚持读书与育人相统一。
同时，概括了三种境界：博
览群书、刻苦读书、豁然开
朗；三种读法：精读、泛读、
细读；三大要点：读出好
处、发现问题、悟出思想；
三大功能：激发思想活力、

启迪哲理智慧、滋养浩然
正气。张校长的读书报告
让老师们受益匪浅，相信
书籍一定会成为老师们的
尚品、读书会成为畅园学
校的风尚。

(隋冬梅)

小学语文群文阅读与写作整合收益大
针对目前课堂教学读

写分离或者机械结合的现
象,乳山市南黄镇中心学校
开展了群文阅读与写作的
课题研究，通过访谈、观
察、实物分析等研究方法
探求群文阅读与写作整合
及其系统化操作,从而发现
有效的读写整合规律，收
效很大。

课题创新点一是教学
内容的选取,主要结合教材
进行文本整合,介入相关课
外文本以及整本书阅读,整
合的文本与写作主题有着
密切的关系。从而更好地
激活学生的思维，实现“开
放而有活力”的语文教育
理念。二是教学过程的操
作,主要通过由写带读、由

读促写、再读再写三个基
本环节来实现群文阅读与
写作整合教学。整合教学
的效果体现在学生的阅读
量明显增加,学生习作水平
显著提高。总体来看，展开
以建构性、情境性、整体性
的群文阅读与写作模式,能
有效提升学生思维能力与
写作能力！ (姜晓波)

乳山口镇中心学校开展劳动实践比赛暨劳动教育成果汇报

为培养学生热爱劳动
的意识，养成劳动习惯，提
升劳动技能，牢固树立劳
动最光荣的观念，乳山口
镇中心学校组织开展了一
次别开生面的、全方位的
劳动实践比赛暨劳动教育
成果汇报展示。

强化日常监管，奠定
坚实基础。本次劳动实践
比赛暨劳动教育成果汇报
展示活动，是学校对前期
劳动教育实践情况的一次
检验。为筹划本次活动，学
校制定了详细的劳动教育
实践方案，强化了日常教
育管理，拓展了劳动教育

实践渠道，利用日常劳动
课、早晨、课间、志愿服务、
假期时间，全面开展日常
劳动教育实践活动，让学
生在实践中体验，在体验
中增强劳动意识，提升劳
动技能。

千帆竞发，全方位展
开比赛展示。“田家少闲
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
起，小麦覆陇黄。”趁着五
月劳动的季节，细雨霏霏，
整个劳动实践比赛暨劳动
教育成果汇报展示活动在
悦耳的《劳动最光荣》歌曲
中展开，来自全校21个班
级157名选手齐聚学校餐

厅，同时参加了系鞋带、叠
衣服、钉纽扣、叠被、包饺
子等8个项目比赛展示活
动。

收获满满，回味无穷。
乳山口镇中心学校本次五
月劳动比赛展示的场景，
对于参赛的学生来说，却
回味无穷，这将是他们终
生难忘的一次历练与体
验，也将是他们走向更高
起点的又一踏板。学校也
将以本次比赛展示活动为
契机，打造更有效平台，推
动学校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纵深发展。

(刁丽丽)

乳山市实验初级中学开展“向学、爱学”交流研讨

为了更好地激发学生
的潜力，提高学生的自我
认同感，5月19日，乳山市
实验初级中学开展了“向
学、爱学”交流研讨会。主
管教学业务副校长郑江、
部分班长以及全校72名潜
力生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由八七班郭
浩宇主持，她从《伤仲永》

谈起，启发学生思考方仲
永“泯然众人矣”的原因，
从思想上引发学生的共
鸣。参会的学生回顾自己
学习上取得过的最辉煌
成绩，谈了自己学期末的
目标。他们在交流中提出
自己的困惑，在场的学生
从自身出发提出宝贵的
意见，参会的部分老师也

为学生指导迷津。本次活
动气氛热烈，学生收获很
大，纷纷表示从本次研
讨会中找到了更有效的
学习方法，解决了自己
内心的困惑，同时决定
向更优秀的学生学习，
争取期末取得更优异的
成绩。

(宫雪)

简讯
近日，汪疃中学党支部组织教师到临港区毛泽东像章珍藏馆开展了以“弘扬红色文化跟

党走,不忘初心做优秀员工”为主题的党史学习教育。 (杨林奉)

学习党史守初心,诵读经典铸师魂

为进一步推进学校师
德师风建设和党史学习教
育工作，提升教师师德素
养，乳山市西苑学校开展
了“学习党史守初心 诵
读经典铸师魂”师德专题
活动。重温了中国共产党
的发展历程，展示了中华
儿女奋勇拼搏、开拓创新
的宝贵品格，更坚定了教

师对祖国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自信。回望过
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
奋进路，作为一名人民教
师肩负着教书育人，培育
学生家国情怀的光荣使
命。诵读了经典作品，坚定
理想信念，铸造美好师魂。
全体教师共同朗诵，坚定
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关爱呵

护每个生命，教会学生做
人，引领学生进步，以高尚
的人格魅力促学生成长。
通过此次活动，教师们激
发出爱党热情，砥砺了教
育初心，纷纷表示今后将
更加坚定教书育人的职业
信仰，为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而不懈奋斗！

(刘晓东)

下初镇中心学校举行教师粉笔字比赛
为了促进教师专业化

发展，展示良好的职业素
养，提高教师教学基本功
水平。乳山市下初镇中心
学校组织举行了“笔画书
我心，妙笔展风采”教师粉
笔字现场书写比赛。要求
全校任职教师在规定时间
内在指定黑板上进行书

写，力求做到书写规范，结
构合理，布局美观。

字乃人之衣冠，一手
漂亮的粉笔字对于教师的
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一
幅幅独具个性的书法作品
展现在大家眼前，充分展
示了该校教师扎实的基本
功和专业的书写水平。本

次粉笔字现场比赛为教师
互相学习提供了良好平台,
激励教师在板书书写上继
续加强学习,为提高自身素
养和教育教学质量夯实基
础。比赛虽结束,但教师们
练字的热情不减,相信老师
们坚持不懈,勤学苦练,终
能妙“笔”生花。 (段起)

怡园中学开展党团共建志愿服务

尊老、敬老、爱老、助
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近日，乳山市怡园中学
党员教师和部分团员到海
峰街幸福托老院，开展彩
虹伞“情暖夕阳”党团共建
志愿服务。

师生们带着水果、牛
奶等慰问品来到托老院，
为老人们献上了丰富多彩

的文艺表演。一曲《东方
红》拉开了节目的序幕，师
生们依次为老人们献上了
口琴独奏、评书《杨家将》、
拉丁舞、小品《吸烟》等节
目，赢得了老人们的阵阵
掌声。老人们也拿出了他
们的绝活，奶奶爷爷们的
戏曲表演同样堪称一绝。
师生和老人们边看边聊，

合影留念，处处洋溢着温
馨和谐的气氛。此次志愿
活动给老人们送去了一份
温暖，也增强了师生的社
会责任感。希望能有更多
的人关心自己身边的老年
人群体，让他们有一个安
详的晚年，像今天这样欢
乐的场面时时能见。

(郑晓丽)

《民法典》宣讲进社区,让法治走进生活
为切实加强学习宣传实施《民

法典》工作，使《民法典》得到更好
的宣传与推行，帮助群众充分认识
颁布《民法典》的重大意义，近日，
乳山滨海新区(银滩旅游度假区)
组织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
伴”主题宣讲活动。

5月25日，滨海新区颐和社区
邀请拥有30多年法院工作经验的
魏忠老师为辖区业主讲解《民法
典》物权编。

首先，魏忠同志全面介绍了
《民法典》出台的背景、立法历程、
重要意义、主要内容、立法特色，并
围绕如何学习贯彻实施《民法典》

进行了系统、深入阐述。
其次结合当前业主关切的问

题，从《民法典》物权编中业主委员
会的职责、相邻关系、共有部分与
专有部分的区别、物业与业主的权
利与义务几个方面，用生动形象的
话语将《民法典》送到业主身边、送
进业主心里，鼓励业主积极学法、
用法、遵法，争做“法律明白人”。

近日，滨海新区观海苑社区组
织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开展《物
权法》宣讲活动，社区工作者段文
倩，围绕《物权法》立法目的和依
据、适用范围、物权受到侵害的解
决途径展开详细讲解，结合生活中

的案例，重点讲解了业主建筑物的
所有权。

通过此次宣讲活动，为今后协
调解决业主之间的问题提供了法
律手段，为共同建设和谐社区打下
坚实基础。

通过开展《民法典》进社区等
法治宣传活动，不仅增强了广大居
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律意
识，而且让居民们明白如何运用

《民法典》化解矛盾纠纷、运用法律
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真正让

《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
心里。

(徐园园 张学青)

乳山市税务局学史力行,办好惠民实事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乳山

市税务局坚持学党史、办实事、优
服务，开展访红色印记、扬红色传
统、做红色先锋等专题活动，引导
党员干部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我为
群众办实事”的强大动力，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访红色印记,
感悟初心使命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300多
名乳娘和保育员养育了1223名革命
后代，用大爱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
争年代创造了一段人间奇迹……”
近日，乳山市税务局青年理论学习
小组，走进胶东育儿所旧址，聆听发
生在战火纷飞年代的红色故事，在
重温历史中，追忆红色岁月，感悟乳
娘“忠心向党、感恩图报、坚贞不屈、
慷慨无私”的大爱情怀。

这堂特殊的“现场学习课”，让
税务干部对革命历史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同时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

奋斗目标。“革命年代，一桩桩感人
的故事，一位位无私无畏的乳娘，
谱写着一曲曲‘红色大爱’的赞歌；
和平年代，我们税务青年将继承和
发扬乳娘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坚
定执着奉献，在税收现代化建设的
征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青年理
论学习小组成员张文参观结束后，
将这句话写到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扬红色传统
助企健康发展

“原以为只是和往常一样，来学
习税收政策，没想到税务干部就最新
税收政策贴心地和我们开展了一对
一辅导，听取了我们的意见诉求，还
告知了我们在经营管理和财务核算
上的涉税风险点，这对我们帮助太大
了，真的非常感谢。”在税企交流座
谈会上，乳山市福泰制衣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许良刚由衷地感叹道。

原来，乳山市税务局汲取红色
精神养分，持续优化便民办税服务，

聚焦企业在发票管理、成本费用扣
除和税费优惠享受等5大方面的难
点、堵点问题,组织辖区内企业代表
100余人，开展了9场“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税企交流座谈会，积极倾听企
业办税需求及意见建议，详细讲解
税费政策，一对一答疑，帮助企业扫
清政策盲点，疏通操作难点，以最实
的服务举措，助力企业持续发展。

做红色先锋
办好惠民实事

“我们公司是否能同时享受增
值税制度性减税政策和起征点优
惠政策？”“核定征收和据实征收有
什么区别？”在乳山市曙光啤酒有
限公司,针对企业财务人员的提问，
税收专家顾问团队成员一一认真
作答。“税收专家送策上门，手把手
教我们申报，服务很贴心！小微企
业增值税起征点提升至15万，再加
上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
的部分还减半征收所得税，这样估

算下来，我们企业一年就能省出近
5万元，真是不错！”财务负责人宋
修飞高兴地说。

为了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落地
落实，乳山市税务局还组织了“办
好惠民实事”红色先锋实践活动，
组织6个税收专家顾问团队，开展

“一户一策”精准服务，从“办实事”
入手，对纳税人、缴费人按类分户
施策，精准滴灌，以政策红利盘活

经济发展活力。
下一步，乳山市税务局将以党

史学习教育为契机，结合“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
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开
展不同形式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用纳税人缴费人的满意度、
获得感，检验党史学习教育的实际
成效，在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展现税务担当。(孙媛媛 刘俊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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