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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11

成长心连心，用心传递爱
——— 高新区东明学校师生、家长举行大型公益活动

2013年6月16日，在潍坊中
学体育馆“LP30成长心连心，
爱心手拉手”潍坊高新区东明
学校专场公益活动正在进行。
参加的有学生、家长、教师近
400人。

热情的掌声、灿烂的笑
容、欢快的音乐，感人的话
语，让刚刚走入会场的孩子和
家长、老师们放松了许多，不
管相识的不相识的，大家自动
地拉起手、搭起肩，随着欢快
的音乐，跳起来、转起来，尽
情释放着自己激动、兴奋的心
情。通过主持人激情的热场，
一系列活动拉开了帷幕。

活动一开始，代表义工、
老师、家长和学生的橙、黄、
蓝、绿四种不同的颜色在体育
馆内跳跃着……手相牵，心相
连，宛如一道亮丽的风景千姿
百态、千变万化。在开始几个
热身小游戏之后，在LP30成员
的引领下，大家根据挂牌号分
成了20个团队进行活动，每个
团队都有一个独具魅力的名字
和慷慨激昂的口号。不过十分
钟，团队成员已经打成一片，
使家长、老师、学生、义工都
暂时忘记了平时扮演的角色投
入到精心组织的一个个游戏
中，回归到最朴实的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快乐、自由地交流
中。

“二人对话”互动游戏把
活动推向了第一次高潮。在场
成员通过眼神交流、拥抱等方
式，倾诉内心的情感。七年级
一个男生站在台上对他的母亲

说出了这十几年来从未说过的
一句话：“妈妈，我爱您！”
母亲为了他，辞去了工作，专
心照顾他的生活、学习。八年
级的一个女生哭着对父亲说出
了自己的希望：“当您跟妈妈
吵架的时候，我只能偷偷躲在
自己屋里哭，我想和您做朋友，
这样我就可以有一个可以倾诉
心里话的人，我希望我们三个可
以和和美美地生活。”现场掌声
不断，场面令人动容，孩子们真
诚的话语让台下的人为他们流
下来激动的泪水。

“大拼图”游戏进行时整
个会场就像失去了控制一样，
到处都是孩子们欢快地呼喊
声，大家为了获得最先拼成图
片的可能，在会场中间不断地
“ 争 着 、 抢 着 、 闹 着 、 喊
着”，虽然只是一个小游戏，
但是却把孩子们的热情充分地
调动起来，洋溢的笑声让整个
会场都倍感温暖。最后全部成
功的孩子们在自己的“杰作”
面前一一合影留念。大家学会
了团结、合作、分享和坚持。

“火炬传递”这个体验项
目是精心设计的，人站在高台
上，背对大家，在双手被绑着
的情况下，凭着对大家的信任
而勇敢倒下来。在教练的引导
下，在台下义工的信任中，一
个个参与体验的学生、家长和
老师果敢地平倒下去，在众人
地呵护下传递到终点。信任他
人是幸福的，被他人信任也是
幸福的。这个项目家长、老
师、学生相互信任，用信任架

起沟通的桥梁……
在“风中劲草”的活动体

验中，每个人都尝试了两种角
色“小草”和“保护墙”，大
家在扮演每一种角色中都有着
共同的内心体会就是信任和责
任。是啊，在社会生活中，我
们每一个人都肩负着属于自己
的责任，与此同时，我们大家
还要一起营造一种相互信任的
环境，为创建和谐的社会关系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通过《蓝丝带的故事》将

当天的活动推向了高潮，在活
动现场，每一个到场的人，都
被现场的氛围感动着，不仅是
志愿者、孩子、家长、就连义
工和志愿者们也参与到活动中
将代表祝福的蓝丝带送给最爱
的人，整个会场静静地流动着
爱与理解，大家都流下了快乐
的泪水。

一整天“爱心手拉手、成
长心连心”大型体验活动打破
了以往的固定模式，以全员参
加、心灵互动的形式进行，人

与人之间那久违的真情又回来
了。自己一次次被身边的快乐
和真情感动。在复杂的社会和
人际关系面前，人人都把自己
的心包裹得严严的、厚厚的，
看不清本来的面目。今天终于
能敞开心扉，做一回真正的自
我。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东
明学校的李玉良校长说，这次
活动的举办和参与，可能会从
此改变学生的一生。

肖南 王传香 夏珊珊

学生、家长、老师、义工在游戏里分享欢乐。

学校不得炒作高考中考成绩
严禁在校内外打横幅、燃放鞭炮

本报6月19日讯(通讯员
赵涛 记者 秦国玲)18日，记
者从潍坊市教育局获悉，杜绝

“谢师宴”；加强学生信息管理；
严禁炒作中高考成绩；坚决查
办在职教师参与有偿补习；抓
好学生的安全教育……随着高
考及中考相继结束，暑期即将
开始，为营造健康的教育发展
环境，潍坊市教育局出台五举
措净化教育发展环境。

今年潍坊市暑假时间为：
义务教育学校暑假时间为八
周，自7月6日至9月1日为假期；9

月2日开学，可提前安排一天时
间报到。普通高中学校暑假时
间为自7月11日至8月31日为假

期；9月1日报到，9月2日开学。严
禁随意增减假期时限，特殊情
况须按规定报市教育局审批。

要针对学生毕业、暑期来
临等特点，对学生普遍开展一
次法制教育、生命教育。今年暑
假继续坚决查办在职教师参与
有偿补习。在职教师参与有偿
补习，严重败坏教育形象，潍坊
市教育局要求采取得力措施，
严查、严办在职教师参与有偿
补习。对违背规定者除严格追
究当事人责任外，将按规定追
究所在学校校长的管理责任。

潍坊市教育局要求，要按
照有关法律规定严格学生(包
括家长)信息管理，不得将学生

(包括家长)信息私自透露给培
训机构、招生高校和中等学校，
对于违规透露学生(包括家长)

信息的，不但追究当事人的责
任，还要对单位、学校负责
人进行严肃处理；从中谋取
私利的，将根据有关法律规
定对相关人员进行查处。

为了杜绝“谢师宴”之风，
市教育局下文严禁教师参加
学生家长的宴请活动。要求全
市各级各类学校干部、教师都
要从维护教育形象的大局切
实提高认识，自重、自爱，
谢 绝 各 种 形 式 的 “ 谢 师
宴”，不得收受学生家长的
馈赠，积极弘扬健康向上、

尊师爱生的师生关系。凡违
反规定者，本学期师德考核
直接认定为“不合格”。

潍坊市教育局还严禁炒
作高考、中考成绩。有关单
位和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统
计、公布所属学校的升学人
数、升学率、升入重点大学(重
点高中)的情况等信息，不得以
考试成绩对学校、教师进行排
名排队，不得以考试成绩和升
学率为标准奖惩教研人员、校
长、教师。不得以任何形式宣
传炒作所谓的“高考状元”、

“中考尖子”，包括利用新闻媒
体、在校内外打横幅、燃放鞭
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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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加坡幼儿园两地互动
孩子家门口感受新加坡教育氛围

本报6月19日讯 (魏玉梅)为了打
造本土化的一流国际幼儿园，让中国
和新加坡的孩子们感受多元国际文
化，新加坡智野教育集团的部分家长
与幼儿，于6月4日到达潍坊进行为期
五天的文化交流活动。潍坊高新智野
国际幼儿园的孩子们不出幼儿园门就
能与新加坡的小朋友一起做游戏，感
受新加坡的教育氛围。据悉，这是潍坊
首家进行国际交流的幼儿园。

潍坊高新智野国际幼儿园是新加
坡智野教育集团与高新区管委会联合
举办的高端国际化幼儿园，占地面积
10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4600平方米。
该园坐落于潍坊高新区樱前街与惠贤
路交叉处。

新加坡幼儿园课程以“全人教育”

为导向，致力于将儿童培养成拥有正
确价值观的终身学习者。此次邀请到
的新加坡的孩子和家长来到幼儿园
后，首先参观了高新智野国际幼儿园
环境，使新加坡的孩子、家长们深刻地
感受到不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和教育
环境。在与各个班级的孩子们认识交
流后，老师为两国的孩子组织了中国
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民间游戏“老鹰捉
小鸡”，让新加坡的孩子们亲身感受到
中国民间游戏的乐趣。游戏活动为孩
子们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契机，使孩子
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成为了好朋
友。

潍坊高新智野国际幼儿园以先
进、科学、国际化的独特教育理念来保
证每个孩子具有国际化视野，以求新、

探索、个性化教育作为课程理念的基
础。这次交流活动，是目前潍坊首家进
行国际交流的幼儿园在幼儿园进行的
幼儿与幼儿，家长与家长之间的国际
交流，搭建的这一国际交流平台，为促
进幼教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新新加加坡坡和和潍潍坊坊的的孩孩子子们们做做““老老鹰鹰
捉捉小小鸡鸡””的的游游戏戏。。

崎岖路上，

中国选择了寻梦
潍坊高新区东明学校 孙予飞

梦想，是一种灵魂，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执
着的承诺。崎岖路上，中国选择了寻梦，探索的
路途艰难，但风雨过后终归是彩虹。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
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自1840年的火炮惊
醒天朝旧梦起，中国经历过列强欺辱、内战交
锋，每每都会损失巨大，可即使处于再艰难的
境况中，也会有中国人不屈的精神鼓动着一代
代人！

复兴之梦必然要将广大人民的小梦汇集
在一起，这是国家与人民共同的梦。寻梦途中，
总是有各类人的身影。寻梦？有朝堂大臣的志
气，虎门销烟；有朴实农民的挣扎，太平天国；
有地主阶级的探索，五四运动；有无产阶级如
星星之火的奋起与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中
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再无欺辱，自豪而立。

今天的我们已处于能够兑现梦想的时代，
我们不只前赴后继地求国泰民安，我们有更大
的能力实现其他的梦想，最令世人惊叹的便是
飞天梦的实现,神舟系列飞船除了已能载人，还
可出舱进行活动，浩瀚的宇宙中中国航天犹如
一颗明亮的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梦想，梦想不同，
精神却永远系着中国二字！无论经历了多久，
中国在泥泞中跋涉的身影华夏儿女不能忘怀。
为了民族，为了精神，崎岖路上，中国选择了寻
梦！
教师评语：

文章感情真挚，语言生动、有感染力，通过
追忆中国的历史，回顾了中国寻梦的崎岖路
程，由“小我”到“大我”的转变，赞颂了中国不
屈的民族精神，表达了对国家的无限希望，民
族自豪感溢于言表。

指导教师：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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