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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学附属中学：

新学期做好校园安全工作

为确保新学期学校各项工作
有一个良好开端，烟大附中结合自
身实际，切实做好学校各项准备工
作。主要抓好对消防重点部位、重
点场所、师生密集场所的火灾隐患
排查，确保开学无事故；进一步落
实各年级各班学生安全疏散楼道
线路工作，落实每道楼道的定点职
守制度；深化对学校食堂过程的监
管、监控，确保师生开学后的饮食
安全；加强传染病及流行病预防工
作；发挥“警校共育”的作用，确保
校园安全稳定。

通讯员 石彦丽 任冰冰

莱山区黄海路小学：

新学期加强师德教育

新学期，黄海路小学抓住开学
契机，不断加强对教师的师风师德
教育，通过召开校会、级部会、学习
宣传材料等形式对教师进行教育。
通过召开主题班会、校会，组织学
生向老师说一句心理话，帮老师做
一件事等形式，让教师进一步感受
到身为教育人的幸福感，同时增强
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教师
淡泊名利，洁身自爱，以身作则，为
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让学生在教
师人格魅力的影响下从小树立起
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通讯员 陈很远 张武华

开发区四中：

举行晒假期主题班会

烟台开发区四中在开学第一
天举行了“晒家风、晒假期”主题班
会活动。同学们畅谈自己在假期中
的见闻和感受，交流长辈们对自己
的要求。“诚实守信”、“不能半途而
废”、“小赢在智、大赢在德”，一句
句话语掷地有声，一段段事例感人
肺腑。通过“晒家风”，增进了学生
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和
信任，相信良好的家风一定会带动
良好的班风和学风。

通讯员 邹积益 张旭东

莱山区实验小学：

召开班主任经验交流会

2月19日，莱山区实验小学举
行了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和
教学质量分析会议，孙校长总结了
2013年度学校工作，布置了本学期
的重点工作，分管副校长分别总结
了2013年的班主任工作和教学工
作，十名优秀教师与全体教师分享
了班级管理经验和教学经验，在反
思中共同规划新学期的工作。

通讯员 郭洪昂

烟台双语实验小学：

严把春季疾病防控关

进入新学期，双语实验小学根
据各类传染病、流行病易滋生蔓延
的特点，加强食品安全管理，预防
食物中毒与肠道传染病的发生，保
障学生身体健康。学校严格落实食
品安全责任制，成立了学校食品安
全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学校食
堂管理工作。同时加强食堂安全常
规管理，严格执行进货索证索票、
查验记录制度，严格按照食品安全
操作规范加工制作食品。

学校还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
介，加大宣传动员力度，强化卫生
知识全员渗透，牢固树立师生讲求
卫生、注意防病的意识，使广大师
生做到科学认识，防控有知，处置
得法。 通讯员 孙巧玲

假假如如我我是是…………
南通路小学

五年级五班 贺冠博

假如我是水，我会去帮助
遇到旱灾的人们，我还会让在
山上的人喝上清凉可口的纯
净水，还会让村子里的人们用
上源源不断的水。我一定会让
需要水的人用上水的，但是有
些人，对水随便浪费，令我感
到很愤怒。

假如我是火，我会去帮助
在晚上迷失方向的人，为他们
指点方向，使他们足够安全，
我还会让农民的家里吃上足
够火候的饭菜。可我非常憎恨
那些放火烧山的人，那些不法
分子利用善良的火种来做坏
事，真是太不应该了。

假如我是一片云，当我看
到缺水的地方时我会打雷、会
下雨。当我看见小朋友不开心
的时候，我就会变大马、变小
狗、变猴子，想尽一切办法让
小朋友开心。可是我一旦看到
那些工厂在排放污染气体时，
我便不由自主地训斥他们。

假如我是一块小石子，我
会让做坏事的人绊倒，会为做
好事的人服务，这就是人世间
的好坏、善恶关系。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
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懂得
美丑善恶，抱有一颗善良的
心，当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努力
去为他人带来快乐，相信，这
是最快乐的事情。

海海参参风风波波
星海艺校 三年级一班 刘一丞 指导教师 张振声

早饭我们吃炒鸡蛋，爸
爸妈妈的碗里都有一个海
参，而我的碗里没有。我从
小就特别爱吃海参，妈妈是
知道的，这次为什么不给
我？我很生气。

“妈妈，我也要吃海
参！”我大声吼道。

“你是小孩，不能吃！”
妈妈笑着回答。

“凭什么？以前给我，这
次为什么不行？”我哭诉着。

“这海参味道真不错，
可能真的是野生的吧。”爸

爸乐呵呵地炫耀着。
我彻底恼怒了，就动手

抢了起来。妈妈更是不甘示
弱，一把夺回海参：“反了你
了，说不行就不行，为了一
个海参你还想把我们吃了
啊！”我嚎啕大哭起来：“你
们欺负人，我要吃海参，我
要告诉姥姥……”

妈妈送我学唱歌的路
上，我哭丧着脸，还在为早
上的事生气。妈妈语重心长
地说：“宝宝，妈妈跟你开玩
笑呢！妈妈爸爸什么时候没

把最好的留给你？你想过要
把 最 好 的 留 给 爸 爸 妈 妈
吗？”我惊讶了，原来……想
想爸妈对我的好，怎么为了
一个小小的海参我就全忘
了呢！我后悔极了，特别惭
愧，眼睛红红的，我鼓起勇
气说：“妈妈，对不起，我错
了。”妈妈依然微笑。

海参风波过去了，我也
长大了，每次吃东西时都让
爸妈先吃，我要把最好的跟
爸妈一起分享，我要做一个
孝顺的孩子。

烟烟台台的的四四季季
南山路小学 四年级三班 孙翊凯 指导教师 尹瑞丽

我的家乡——— 烟台，是
座落在海边的一个美丽城
市，这里有大海、蓝天和最
甜的水果。下面我就介绍一
下我的家乡烟台吧！

春天，万物复苏。小鸟
叽叽喳喳地叫着，燕子也从
温暖的南方飞回来了。小草
伸了个懒腰慢慢地吐出了
嫩芽，而粉红色的桃花也争
相开放，十分漂亮！因此，春
天是绿色的也是粉红色的。
春风拂过，孩子们纷纷跑出
来放风筝，因此，天空中飘
满了五彩缤纷的风筝，就好

像天空突然变成彩色的了。
夏天，虽然白天炎热，

但是晚上却是十分热闹的。
夜晚，青蛙们欢快地在荷叶
上又唱又跳，萤火虫也点着

“灯笼”飞过来听青蛙“呱呱
呱”地唱歌。夏天，天空和大
海都是湛蓝色的，漫步海
滩，脚下处处是鹅卵石，这
些鹅卵石形状千奇百怪，颜
色也各不相同，十分漂亮。

秋天，农民伯伯开始收
割这一年的劳动果实了。果
园里酸甜的苹果、香甜的梨
挂满枝头。秋天是黄色的，

因为金黄色的稻田里散发
着诱人的气息。

冬天，万物开始了冬
眠，而一年一度的春节拉
开了序幕，被风吹过的枝
条随风飘荡，像正在跳着
一支优美的舞蹈。冬天的
颜色本来应该是白色，因
为有白皑皑的雪，而我又
认为是红色的，因为春节
大家都回家团圆，热闹非
凡，这时就让我想起了温
暖的红色。

你瞧，我们烟台的四季
是不是美丽而生动啊？

校 园 播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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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节节观观灯灯会会
烟台星海艺校 四年级一班 张锦函 指导教师 金聆

我的老家——— 自贡，有
着上千年的文化历史。因为
早在一千多年前勤劳智慧
的自贡人民就知道开采井
盐，被誉为“盐都”；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还发现了恐龙化
石，修建了自贡恐龙博物馆，
引来中外众多游客，又被称
为“恐龙之乡”；一到春节老
百姓就会扎出各种各样的彩
灯，大家聚在一起赏花灯，猜
灯谜，现在的灯会办得一年
比一年精彩，世界各地的游
人都来观看，自贡灯会世界
闻名，因此自贡还有“南国
灯城”的美称。

回到家乡过年必不可少

的一件事就是观看灯会，每
年的灯会都是在彩灯公园举
行的。晚上六点我们一家准
时来到彩灯公园门口。刚到
公园门口，映入眼帘的是一
片灯的海洋，各种各样五颜
六色的彩灯令人目不暇接。

看灯会的人可真多呀！
人挨人，人挤人。大家都围
着漂亮的灯组拍照留念。我
从人群中挤过去，看到许许
多多的动画灯组，有蓝精
灵、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黑
猫警长、哆啦A梦等等可爱
的动画人物，一个个都栩栩
如生，活灵活现，非常受小
朋友们喜欢。

再往里走，一个十二生
肖的灯组吸引了我。一匹气
宇轩昂的白马闪闪发光，非
常漂亮。因为今年是马年，所
以那匹马特别引人注目。十
二生肖依次排列围成一圈转
动，就像旋转木马那样。人们
总说“一马当先”，那就是说
马是跑得最快的，可为什么
十二生肖里马儿排在第七
呢？后来我看到了灯组的说
明才知道，原来马儿不但勤
劳勇敢，还非常忠厚善良。传
说它是在去参加十二生肖选
拔的路上帮老奶奶过河，帮
老爷爷驮粮食耽误时间才迟
到的，所以排名第七，但是它

在人们心目中永远是第一。
湖里面的灯组更是让我

眼花缭乱：有用丝绸扎成的
五彩缤纷的荷花，有用矿泉
水瓶子做的晶莹剔透的小
船，有用盘子和碗做成的金
光闪闪的长龙，在湖的中央
还有一个用玻璃和金属做成
的高达二十多米的自动旋转
地球仪……整个湖里烟雾缭
绕，犹如仙境一般，真是五花
八门，应有尽有。

很快就到晚上十点了，
灯会就要结束了，我还恋恋
不舍，意犹未尽。这次观灯让
我一饱眼福，大开眼界。

再见了——— 自贡灯会。

由由《《22001144春春晚晚》》想想到到的的
栖霞实验中学 初三年级一班 齐允涵

老舍先生说过：你要仔
细观察身边的老王或老李是
什么性格，有哪些特点，随时
注意，随时记录下来……要
天天记，养成一种习惯。那么
我就谨遵老舍先生的教导，
记录一下我看春节晚会一部
分时的所想所感吧：

2014春晚，晚会邀请了一
大批道德模范代表，在董卿动
情的主持中，我听到了最美女
孩刁娜救人的故事，还有“感
动中国”中的李春燕。

我一直以为医生是一个
整天呆在办公室，偶尔才去一
下手术室的轻松的职业。而身
在偏远农村的乡村医生李春

燕，她的行动告诉我们她对救
死扶伤职责的坚守。

李春燕是一名乡村女医
生，丈夫卖了家中唯一值钱的
两头牛，为她在自己家中建了
一个医疗室。医疗室很简陋，
医疗器械也不齐全。李春燕当
初是想赚钱的，可到了后来，
她才发现那里的人根本付不
起医药费，她得到的只是一张
张的欠单。她把那些欠单贴在
柱子上，把过了好几个月的撕
下来扔掉。此时，她已经为了
这些生病的村民卖掉了自己
的嫁妆，甚至包括结婚时丈夫
送她的珍贵戒指和耳环。她的
丈夫不赞同，生气地说：“你下

一个就要把我卖了!”后来由于
没有足够的资金开医疗室和
买药，李春燕决定和丈夫外出
打工。村里的人听说李春燕要
走，连忙卖掉鸡蛋等物品，东
拼西凑，凑了一百多元钱还给
了李春燕，求她不要走。她看
着这些村民，不忍心离开，便
打消了和丈夫外出打工的念
头，就由丈夫一人外出打工维
持家里的生活。在这五六年的
时间里，李春燕看过的病人达
七千多人次。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
实的故事。李春燕竟会一而
再，再而三的当卖自己的东
西，为这些连医药费都付不

起的村民看病，这种无私奉
献的精神令我感动。我觉得
李春燕这位新时代的赤脚医
生实在太伟大了，太善良了。
她真的有资格获得这“感动
中国”的奖杯。有人说：医生
就是天使。在我心中，李春燕
就是一个完美的天使。我想
在她看来，她所做的一切并
不伟大；但在我们看来，这并
不是一件平凡的事。

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
医生是白衣天使。真希望所有
的医生都像李春燕一样，成为
我们心中的天使。李春燕那样
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
习，更值得全国人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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