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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金城小学：

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烟台开
发区金城小学举行了开学典礼，
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金
城小学3名国旗护卫队员护送着鲜
红的五星红旗，迈着矫健的步伐
踏步走向国旗杆。在庄严的国歌
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全体师生注视着国旗，自觉行注
目礼……

新学期，金城小学认真研究制
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
文件，充分发挥学校课堂主阵地、主
渠道作用，在全校开展诚实守信、文
明礼貌、遵纪守法、勤劳好学、节约
环保、团结友爱等系列行动，并不断
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志愿
服务、公益劳动等活动，促进学生成
长成才。

通讯员 李方艳 王锋

开发区第九小学：

举行新学期升旗仪式

2月24日，烟台开发区第九小学
在学校操场上组织了全体师生举行
了新学期开学的第一次升旗仪式。
在嘹亮的国歌声响起的这一庄严时
刻，全体师生高唱国歌，向着国旗行
注目礼。一年一班的杨老师做了国
旗下讲话，鼓励同学们要成为学习
的主人、守纪的模范以及文明的使
者，要从每个人自身的一点一滴做
起，希望同学们能以饱满的热情去
迎接新的挑战，为第九小学的今天
而努力，也要为第九小学的明天而
奋斗！

通讯员 杨振萍

开发区大季家中心小学：

上好开学第一课

大季家中心小学通过开学第
一天的班会课对学生进行校园安
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疾病预
防等方面的安全教育。这一举措
在学生心目中常鸣起安全的警
钟，提高了全校师生的安全意识
和自护自救能力，为全校安全工
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通讯员 宋晓楠

牟平区五里头小学：

多种形式迎接新学期

2月24日，新学期开学，牟平区
五里头小学各班级以不同形式举
行开学第一课，迎接新学期的到
来。一二年级开展“开学第一课安
全教育先行”主题班会活动。三四
年级开展“晒家风”活动，小学生
们将自己的家风、家训等写在纸
上，互相交流、学习。五年级学生
在东华苑社区及学校周围捡拾废
弃物。

新学期开学“第一课”让全体
师生信心满怀，热情激昂，以饱满
的热情和斗志拥抱新学期到来。

通讯员 杨世钧 孙忠莲

开发区实验小学：

开展教师信息化教育

近日，烟台开发区实验小学举行
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培训会。

首先，天开通讯对懿文德软
件的使用进行了简单的培训，另
外，深圳快易典公司高经理和邓
工程师对电子书包的使用向老师
们经行了简单地培训和分享。本
次培训会，老师们收获满满，对我
们未来的教育也自信满
满。老师纷纷表示会积
极学习这些先进的技
术，来提高我们的教学
质量，为社会培养高素
质人才做出努力。
通讯员 谭伟 朱忠琴

十十面面““霾霾””伏伏
牟平实验中学 刘文涵 指导教师 孙忠环

和妈妈逛街回来，走到
楼下，习惯地打开报箱，取
出今天的《齐鲁晚报》，一眼
扫过去，封面上一行加粗的
黑体字赫然映入入眼帘：雾
霾再袭山东，或将持续一
周！翻开报纸却发现，不仅
山东，“整个华北地区全线
遭遇雾霾。”

记忆中，雾这个词似乎
很美。山在雾中显得朦朦胧
胧，隐隐约约，宛若妩媚的
少女，披着洁白的面纱，随
着天气变幻时隐时现，风情
万种，让人沉醉不知归路；
水在雾中静静流淌，内敛含

蓄，水雾融为一体，不知是
水升起还是雾落下，是人在
雾中还是雾在人心，让人看
不透摸不到……那时的雾，
也不存在所谓有害物质的
问题，无非是水汽而已。

记忆中，霾这个词似乎
离我挺远，我只记得“阴霾”
是各种阴影的意思。可是，
现在的我，还了解到雾霾是
雾中悬浮着大量的烟、灰尘
等微粒而形成的混浊现象；
还了解到雾霾的天气，我们
呼吸的混浊气体，会引起肺
炎、咽喉炎、气管炎、心脏衰
弱等疾病……

我曾天真地以为，这一
切和我的生活无关，因为我
居住在中国最适合人类居
住的城市——— 烟台。可是，
我错了！现在，这个得过“联
合国人居奖”、“中国最宜
居”的城市，上空也亮起了
警灯！我竟然忘了，当人类
居住的大环境出现了问题，
我所居住的小环境又怎么
能够“独善其身”呢？

正月初二那天竟然下
了一天的雨，更兼雾霾弥
漫。走亲戚时要忍受泥泞湿
滑，返回时爸爸眼睛睁得再
大也透不过重重迷雾，只能

打开导航来辨识道路，只能
在熟悉的路上听电子产品
的引导了！今天，雾霾又现！

天！我一个冬天都步行
上学；我们家今年也只是象
征性放了点烟花，比以往少
了很多；我们牟平区每年的
元宵焰火燃放也都取消
了……为何你还会有霾产
生呢？

是我做的还不够？我不
知道。我只知道，此后一个
周，又将十面“霾”伏！我想
冲破十面“霾”伏！我渴望蓝
天，我呼唤响晴的天！我迫
切需要更多人的相助！

难难忘忘的的春春晚晚
莱山区实验小学 三年级一班 张琰如 指导教师 王春燕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
了，除夕那天晚上，我们一
家人聚在一起吃了顿团圆
饭。吃完饭后，我耐心地等
待着“春节联欢晚会”的开
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春节晚会”终于在翘首期
盼中展开了神秘“面纱”。

电视里播放着“春节
联欢晚会”，父母和我观看
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有小
品、魔术、演唱……其中，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扶
不扶》这个小品。这个小品
主要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叫郝建的人，他的
车刚刚追尾了，前面的车
轮被压得不成样，他拎着

车向前走。这时，有一位大
妈摔了下来，郝建好心过
去扶她一把，可是呢，那位
大妈却冤枉了他，说是郝
建把她撞到那儿的，还在
那边一直喊着：“哎呦，哎
呦……”正当郝建手足无
措的时候，一个刚刚帮他
处理追尾事件的交警来
了，才把这件事讲明白了。
事后大妈非常感激郝建，
而他却说：“人倒了，还可
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
再也扶不起来了。”

《扶不扶》这个小品让
我受益匪浅，从中我懂得
了做人的道理。今年的春
晚真让人难忘啊！

逛逛塔塔山山庙庙会会
莱山区实验小学 二年级八班 戚元璟 指导教师 刘兴燕

大年初九早晨，妈妈
带着我和王骏玮一起去逛
塔山庙会。

在塔山公园门口，处
处张灯结彩，洋溢着春节
的喜庆气氛。我们漫步走
进公园，到处都是欢乐的
人群。有的在看捏面人，有
的在品尝各种小吃，还有
的在玩各种游戏。我和骏
玮来到秧歌舞人群中，随
着精彩的锣鼓点，情不自
禁地跳起来，围观的人群
给了我们热烈的掌声。

我们又来到捏面人的
摊子前面，只见五颜六色
的面团在叔叔的巧手里一
会变成孙悟空，一会变成

猪八戒，一会又变成一朵
朵小花。令我印象最深的
是小黄人，跟我在动画片
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叔叔
的手真是太灵巧了。

紧接着我们就开始爬
山了。山坡陡峭，我们王骏
玮手挽着手，生怕会摔倒。
在爬山的路上，我们看到
爷爷奶奶们在表演京剧；
人们在祠堂给亲人祈福。
很快我们就爬上山顶，一
起拍照留念。

下山了，我们选择了
另一条路。一路上有说有
笑，一点也不累。觉得时间
过得真快，这一天玩得真
开心啊！

我我身身边边的的好好老老师师
莱山区实验小学 五年级六班 李佳芸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转眼间，我已是五年级的
学生了，最让我难忘的是
我身边的好老师。

那是在老家上一年级
时，我所在的一年级一班
的班主任非常器重我，也
因此，老师向学校的老师
推荐我，所以，老师们有什
么重要的事，但又脱不开
身的时候，都由我这个小
助手来完成任务。

记得有一次，学校的
主任要我去拿一年级各个
老师的东西，一共有五个
老师。我搬着这些东西，一
步一个台阶的下，忽然一
个不小心，我摔倒在台阶

上。就在此时，一位陌生老
师的面孔出现在我眼前，
只见他扶起疼痛的我，又
把物品拾起来，搭放在那
慈祥的手中，一路帮我送
到了目的地。这节课下课
后，那位老师再次来问我：

“还疼吗？”
就这样，与我仅仅只

有两面之缘的老师再也没
有出现过，通过打听，我才
知道，他是一位实习老师，
用他的知识赋予我们最大
的“财富”，在那第二句对
我给予安慰话语的那一
天，他走了，只有一双手印
刻在我手上。我无不怀念
那张面孔……

美美丽丽的的莱莱山山
莱山区实验小学 五年级六班 梁语桐 指导教师 王韶敏

我的家住在莱山，这
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

以前的莱山，淳朴、美
丽。春天，杨柳经风一吹，
伸了伸懒腰从树枝里钻了
出来，杏花开了，好似一位
羞涩的淑女，亭亭玉立；夏
天，荷塘里的荷花姐姐从
软软的淤泥中跳了出来；
秋天，火红的枫叶丛树缝
里钻了出来欣赏着金蝶美
妙的舞蹈，飘飘洒洒的雨
丝有如无数轻柔的手指为
舞蹈弹奏出一首又一首优
雅地小曲；冬天，可爱的小
雪花从天空一起跳了下来
为大地铺上了一层高贵的
银装，美丽极了！

现在的莱山春天万物
更新，柳绿花红，莱山已经
不是古朴的郊区，繁华的
迎春大街，一座座商场拔
地而起，一座座崭新的校
园，一位位和蔼的老师，上
课时朗朗的读书声，下课
时同学们天真的笑脸，软
件和硬件的设备，无不体
现现代的莱山。一座座美
丽 的 楼 房 ，一 栋 挨 着 一
栋……莱山这崭新的面貌
功劳不能归功于一个人，
也不是归功于一些人的，
而是归功于我们在莱山生
活的每一个人。

我爱你，莱山！因为这
是我的家。

泡泡温温泉泉
星海艺校 四年级二班 初昱彤 指导教师 史崇敏

在这个寒假里，发生了
许多令我快乐的事，尤其洗
温泉，我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那一天，妈妈让我
整理出几件衣物，我好奇地
问：“这要做什么呀？”爸爸
乐呵呵地回答：“我带你们
去泡温泉！”“好啊，好啊，听
说温泉是岩浆作用
所形成，里面
有多种矿
物质，还
有 美

容养颜，健身的作用呢！”我
高兴地喃喃自语。

行车大约两小时，终于
到达了目的地，一下车，我
就迫不及待地喊着：“温泉
在哪，在哪啊？”“在那里，
走，我们去换衣服！”妈妈对
我说。我们换好衣服，兴高
采烈地走进了温泉大厅。

哇，那的温泉好
多啊，有巧克

力 泉 、波
浪池、
鱼 疗

池……
各 种 泉

温度也不
同，有的是

40度左右，有

的30几度，可有的要接近50

度呢！我最喜欢的就是鱼疗
池了。走进池里，立刻就会
有小鱼围到你的身边，这些
小鱼都是黑色的，仔细观察
隐隐约约能看见它们身上
圆形的斑纹。你静静地躺在
泉池里，这些可爱的小家伙
立刻会在你的身上啄咬起
来，此时你会感到痒痒的，
舒服极了！据说做鱼疗，还
能对身体起保健作用呢！鱼
疗池水温不高，如果太高，
小鱼是无法在这种水里生
存的。

来到巧克力泉的旁边，
发现泉水的颜色就像真正
巧克力一样，我就想这泉水
里是不是加了巧克力呀？我

凑近闻了闻，甚至在没人时
又偷偷尝了尝，可是并没有
巧克力味呀！为什么起这名
字呢？我的心中充满了疑
问。

在妈妈的吆喝声中来
到了波浪池，它可是这里最
大的池子了。听妈妈说之所
以叫波浪池，是因为当你呆
在水中时会发现自己如同
在大海里一样，不时地会有
一层层的波浪向你漾过来。
在大泉池里只呆了一会儿，
果然尝到了这种感觉。

我泡遍了整个温泉池，
身心得以真正地放松。

渐渐的，天色暗了，我
们该起程了，我怀着恋恋不
舍的心情离开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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