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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筑牢忠诚师魂，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念，近日，乳山市下初镇中
心学校举行了“红心向党，
献礼百年华诞”艺术展演
活动。

活动中，节目精彩纷
呈，教师组演唱了《我和我
的祖国》和《在灿烂的阳光

下》，各班纷纷表演了《我
相信》《唱支山歌给党听》
等歌曲、《少年中国说》等
慷慨激昂的朗诵、《听我
说》等舞蹈……师生们用
自己的歌声和舞步，展示
风采，演绎快乐，传递喜
悦，展示了蓬勃向上，昂扬
奋进的精神面貌，抒发了
全校师生热爱党、热爱祖

国的炽热情怀。期间，师生
们还制作了精良的衍纸、
剪纸、插花等作品。此次活
动既丰富了师生的精神文
化生活，增强了师生的凝
聚力和荣誉感，又鼓励大
家在今后的工作中高举旗
帜、听党指挥，实现新作
为，以优异的成绩向建党
一百周年献礼。 (李辉)

徐家镇中心学校开展“访红色印迹、悟初心使命”研学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开展，引导广大党员
教师深学细照笃行，增强
党性意识，乳山市徐家镇
中心学校党支部组织党员
教师走进胶东公学，开展

“访红色印迹、悟初心使
命”的党史研学活动。

党员教师们走进胶东
公学，逐一参观了展馆的珍

贵历史史料和丰富的历史
物件，感知这座红色学校的
发展历程，感受红色学校的
革命精神。胶东公学诞生
在民族危亡之际，历经十
年，培养了约6200余名热
心抗战，能够宣传、组织
并领导群众的人才，他们
大都分配到抗日政府、部
队和民运机关工作，很快发

展成为党政军中的骨干和
领导干部，为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参
观过程中，大家一致表示，
要学习革命前辈的革命精
神，怀着感恩的心，牢记立
德树人的使命，用自己的青
春与热情，为党的教育事业
贡献力量。

(曹新燕)

红心向党，献礼百年华诞

西苑学校开展“红领巾心向党”主题教育
为进一步弘扬以热爱

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祖
国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引
领少年儿童从小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助力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乳山市西
苑学校开展了“红领巾心
向党”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中通过让少先
队员诵读、学讲党史，将

百年党史充分呈现，让少
先队员在学习互动中了
解了党的故事、感悟了党
的伟大、增进了对党的热
爱。还通过组织队员参观
学校以长征为主线开发
的红色体验室，聆听老党
员讲解乳山红娘事迹，观
看英雄故事等，让少先队
员领悟了革命意志，学习

了红军将士的不朽精神。
大家纷纷表示要以英雄
模范人物为榜样，为祖国
奉献自己的力量。此次主
题活动的开展让队员们
意识到了祖国建设的伟
大成就和今天的幸福生
活来源于党的正确领导，
坚定了队员们听党话、跟
党走的初心。 (安群)

乳山寨镇中心学校提升主题设施擦亮信用工作铭牌
诚实守信乃为人处世

之本，在全社会掀起“诚实
守信”之风是提升广大公民
文明素养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需要，更是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有效着力点。
乳山寨镇中心学校以打造
具有诚信文化底蕴的品牌
学校为目标，通过提升主题
设施，培育诚信学生，让诚
信之花开满校园。

在中小学教学楼一楼
出入口处各设置一处“共享
伞吧”，以备师生应急只需。
为方便广大师生，每个使用
者在取用雨伞时，不需要填
写使用记录，用完及时归还
即可。一旦在使用过程中不
慎损坏，要自觉购买类同雨
伞及时补位，通过小小雨伞
彰显师生守信做事风采。

在教学楼一楼与二楼

及二楼与三楼交接平台处
设置“诚信书吧”。根据学生
的认知特点，从图书室挑选
适合学生阅读的书籍，分类
整理摆放在书吧里，并设有
诚信书籍借阅记录，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时在
课间到书吧借阅书籍，自觉
填写使用记录。与此同时，
学校还号召广大师生将自
己平时看完的书籍“义捐”
到“诚信书吧”，培养学生乐
于分享的习惯。

在操场西北侧入口处
搭建“球之家”。大课间时间
有限，为充分利用大课间，
方便师生体育锻炼，节省到
体育器材室借球，填写使用
记录时间，倡导师生大课间
到“球之家”取用自己所需
要的球，无需填写使用记
录，运动之后及时让球回

“家”。通过“球之家”的使用，
提高了广大师生体育锻炼
的效率，同时也让师生在体
育锻炼中诠释了“诚实做
人，守信做事”的内涵。

在中小学教学楼出入
口处设置“诚信测温角”。根
据疫情防控要求，学生在早
晨进校后，进入教室前还需
进行一次体温检测。为减轻
班级值班教师的压力，缩短
检测时间，学校向全体学生
发出“诚信自测体温倡议”，
在进入教学楼后自觉到自
动感应体温检测仪前测量
体温，记下自己的体温值，
到班级后自觉填好体温档
案。通过这一小小的举动，
让全体学生自觉养成诚实
守信的好习惯，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践行“诚信每一天”
的理念。 (王珊珊)

绿色是现代文明的标
志，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周
围的环境，周围的环境也
时刻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环境保护关系到人类的生
存和发展，环保教育应从
娃娃抓起，要将环保意识
渗透进孩子的日常生活中
来。6月8日下午放学，乳山
口镇中心幼儿园在毛家村

开展了“绿色家庭亲子行”
教育实践活动。

本次活动利用晚放学
家长接孩子的时间，让家
长和小朋友一起在回家的
路上清捡路边的小型生活
垃圾，目的是让小朋友们
了解一些环保知识，建立
初步的环保意识，引导他
们将环保意识转化为自觉

行动，为长大后继续践行
环保理念创造良好的开
端，奠定基础。此次活动营
造了和谐的亲子关系，为
学校和家长共担教育责任
提供一个温馨的平台，让
小朋友从小树立环保意
识，争做绿色文明的宣传
者。

(孙华超)

乳山口镇中心幼儿园开展“绿色家庭亲子行”

创意美术活动的开展
有助于塑造幼儿的个性，
通过教师针对性的辅导，
促使幼儿健康积极地面对
生活，树立正确的生活态
度。为进一步激发儿童美
术创作的潜能，乳山市机
关幼儿园以“幼儿为本、追
随儿童、发现儿童、成就儿
童”为办园理念，加强《在
美术活动中培养幼儿创新
能力的实践与研究》课题
引领辐射作用，通过课堂
手工制品的练习，锻炼幼
儿双手的灵敏度的同时，
开发幼儿的智力创造力，
促使幼儿的头脑想象能力
得到充分的表现。

创设宽松的氛围，构建

优质的师幼关系环境是幼
儿园的第三要素，孩子们在
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
育。提供大量的材料，供幼
儿探索发现。在投放材料的
时候，要注重幼儿年龄和身
心发育特点，从孩子身边熟
悉的材料入手，贴近幼儿的
生活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创意材料的研发。善于发
现和创设激发孩子创新能
力的事物与环境。随机教育
发现日常生活中蕴藏着丰
富的教育契机，教师关注幼
儿进行言语观察、捕捉。开
展各种各样的活动与美术
相结合，激发、引导幼儿创
新能力。通过与主题活动、
绘本阅读、区域活动，户外

自主游戏等各种活动相结
合的方式，结合五大领域，
来激发幼儿美术创作和创
新能力。全方位培养幼儿的
想象力、创造力和动手能
力，多角度开发幼儿的创新
意识。

该园以一种开放的态
度来对待幼儿的美术活动，
给孩子一个自由创作想像
的空间，发掘幼儿的潜能，
在过程中认识美、发现美、
创造美并从中得到快乐。相
信乳山市机关幼儿园每位
老师在潜心开发幼儿创意
美术的过程中，更能感受到
孩子们的自信、灿烂、奔放
的童心。

(王红妮 高鑫)

乳山市机关幼儿园潜心开发幼儿创意美术
日前，乳山经济开发区老

干部党支部组织开展“党史翰
墨铭初心”为主题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讲述入党故事、
追忆入党初心、重温入党记
忆。

活动中，老干部们笔走游
龙写初心，在传承传统文化的
同时，既丰富了党员群众的业
余生活，又展示了大家对党的
感恩和对未来的期待。

(王美琰 岳鹏真)

【新时代文明实践】“党史翰墨铭初心”

绷紧安全弦,严把安全关
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

一责任。今年6月是第20个全国
“安全生产月”，主题为“落实安
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为给区
内群众创造安全、健康的生活环
境，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安全消
防意识，乳山滨海新区(银滩旅
游度假区)全力做好区内安全生
产工作。

广泛宣传，营造浓厚氛围

滨海新区组织工作人员前
往区内街道、广场、小区悬挂安
全生产横幅，广泛宣传安全生产
的重要意义，提醒广大居民时刻
树立安全生产观念，同时，积极

发动辖区物业公司做好小区内
安全稳定工作。

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居民的
安全生产意识，切实提升辖区
居民的应急抗灾处置能力。滨
海新区东方社区联合深蓝小城
物业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进一步强化小区居民的消防安
全、用火、用电、用气等安全责
任意识，普及灭火器的使用方
法，以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如
何正确逃生。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坚守安全生产底线

为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
查安全隐患。近日，滨海新区组
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工作，相关工作人员深入区内企
业、商户，对用水、用火、用电、用
气有无违章，灭火设施、器材，有
无乱扯乱拉电线等情况进行检
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立查立
改，对于暂时不能处理的问题，
明确处理节点，下一步，滨海新
区将对问题整治情况进一步督
导检查。 (徐园园 张学青)

培养安全意识 ,建设平安校园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

安全工作，确保学校的教
育教学顺利进行，乳山市
府前路学校以“培养安全
意识,建设平安校园”为主
题开展系列安全教育活
动，旨在培养师生真正掌
握面对险情、灾情时迅速
逃生的基本方法，提高全
体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增强广大师生抵御和应
对紧急突发事件时的识
灾、自救、自护的能力。

各班召开主题班会，
让学生熟悉《防火应急演
练注意事项》《防汛演练
注意事项》《防空防灾应
急演练注意事项》，了解
信号含义、避险与疏散要
领、教室内学生的疏散出

口与疏散次序、室外疏散
路线、疏散集结地等。通
过此次安全教育系列活
动，学生们进一步了解了
灾情发生时应急避险技
能，掌握了应对灾情发生
时应采取的正确防护措
施和方法，提高了遇到灾
情时的自救自护的应变
能力。 (李莎莎)

以“研”促教 ,携手共进
为了给教师搭建一

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交流
的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教学相长，共同发展的目
标。近日，“畅园、冯家、崖
子英语学科区域联谊”研
讨会在乳山市畅园学校
举行。

活动由骨干英语老
师授课、老师评课、经验
交流等环节组成。本次联
谊活动，为教师提供了一
个展示、学习和交流的平
台，大家共同探讨课堂教
学的困惑，分享教学实践
经验。加强了兄弟学校之

间的联系，既交流了课堂
教学经验，又缓解了教师
的工作压力，促进教师专
业化成长，推动联谊学校
各项工作共同跨越发展，
受到活动教师的一致好
评。

(于晴辉 曹爱美)

两市交警爱心接力 ,成功救助伤者脱险

交警大队爱心接力，成
功将一名大拇指截断伤者
第一时间送到文登市整骨
医院进行救治，受到各界市
民的交口称赞。

6月4日18时许，乳山
市交警大队四中队民警在
308国道执行巡逻任务，一
辆面包车开着双闪灯自西
向东驶来，驾驶人焦急向

民警求助，车上有一名伤
者不小心把大拇指手指截
断，一旦耽误最佳救助时
间，手指组织可能坏死，需
要立即去文登市整骨医院
做手术。时间紧迫，接到求
助后，民警立即让伤者坐
到警车上，打开警灯一路
狂奔。途中，乳山市指挥中
心与文登交警取得联系，

与文登交警进行接力，文
登交警及时派出警车做前
导，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伤
者 第 一时间送 达 整 骨 医
院。医生对伤者及时进行
医治，对交警的爱心接力
给与高度评价，伤者及其
家属对 民 警 更是万 分 感
谢。

(宫文灵 焉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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