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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为不断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全面推进阳光体育活动的开
展，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和集体
荣誉感，体现当代中学生的精神
风貌，全面实施幸福教育，创建幸
福学校，泰山中学4月4日举行“我
运动·我快乐”跑操比赛活动。

泰山中学每学期都定期举行
跑操比赛，由校中层领导及专业
老师担任裁判工作，对各年级比
赛分别点评，为优胜班级颁发“流
动红旗”。经过全校师生一年多努
力，“跑操”已成为泰山中学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左右一个面，前
后一条线，百人一个声，千人一个
点”是学校跑操场面的真实写照。

今年比赛过程中，各班级都

严格遵守赛制要求，人数齐全，统
一校服，队形紧凑，步调一致，动
作迅速，口号响亮，精神饱满，富
有班级特色，展示了当代中学生
良好的精神风貌。正值放假，不少
家长饶有兴趣地前来参观了跑操
比赛。家长们对孩子们严整的队
形、昂扬的精神风貌、响亮的口号
声赞不绝口，对孩子表现出的强
烈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浓烈的集体
荣誉感倍感欣慰。

泰山中学空乘部紧紧抓住春
暖花开的黄金时节，引导学生多锻
炼多健身努力提高身体素质，开展

“师生同运动”大课间健身活动。
泰山中学空乘部认真落实教

育部关于《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

天 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
定》，结合学校实际，根据空乘专
业学生特点，采取集体活动与自
由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坚持每天
上午课间操“师生同运动”活动：
全体同学集体跑步两圈，然后自
由活动，羽毛球、排球、毽子都成
了学生训练器材；同时要求老师
们也参与其中，与同学们一起打
排球、一起打羽毛球，并开展班级
比赛活动。

“师生同运动”活动，不仅拉
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也指导了
学生的一些锻炼动作与技巧，更
重要的是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
质，为空乘专业的要求储备了力
量。 (白雪)

提提高高体体质质健健康康，，创创建建幸幸福福学学校校
泰山中学举行“我运动·我快乐”跑操比赛

泰山中学依据学生实际，
审时度势，坚定不移走“文化
课+艺术特长”的“双轮驱动”
的发展模式，现已形成了一条
师资、教学、管理全面和谐发
展的路子，教育教学质量稳步
提高，圆了更多学子的大学
梦，成为泰山中学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四月初，泰山中学举行
了全体美术生技能大赛。本

次大赛分为专业比赛及文化
课考试两部分，经过评委及
阅卷老师公平公正打分，对
在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同
学予以表彰，希望受表彰的
同学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更
加严格要求自己，取得更好
的成绩。不少艺术生同学表
示要认真向榜样学习，刻苦
努力，拼搏进取，为实现自己
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白雪）

文化课和艺术特长，一个都不能少

泰山中学“双轮驱动”圆学子大学梦

本报泰安4月14日讯(记者
白雪) 随着初中学考临近，毕业
班级中一些学生心浮气躁、焦虑
不安、注意力难以集中，有些学
生担忧成绩不理想甚至自暴自
弃。针对这种情况，博文学校邀
请香港利智学院程淑平老师给
同学们上了一堂心理疏导减压
课。近日，在泰山博文中学体育
馆学生们宣泄了焦躁情绪。

近日下午，博文学校初四
四班的同学早早来到会场。在

程老师的引导下大家热身。5 3

个同学围成一个大圆，后面的
同学为前面的同学捶捶背揉揉
肩，彼此说一句谢谢近四年的
陪伴，拉近彼此的距离。懂得珍
惜当下的人和事。一名女生说：

“大家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一
起开心地玩耍、敞开心扉，每个
人脸上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
心里更是暖暖的。”

全班自由分成五组，在程老
师的指引下进入冥想，感受沙

滩，倾听峭壁上一朵花儿的心
声。在冥想中学生们学会欣赏自
己；学会与自己相处；学会如何
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和别人。“时
间匆匆流逝，一堂课使我们能以
更好的心态来面对自我，懂得自
我调节和控制情绪。短短的两个
小时课程，却拥有无可替代的意
义，它教会了我们如何与自己相
处，如何面对眼前的困难。”一位
男学生说。

品尝奶糖的味道，让学生体

会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学会排
除负面情绪的影响。在由鸡蛋变
身凤凰的游戏中，每位学生都参
与在其中，经历从鸡蛋变凤凰的
过程。“同窗四年，只剩两月之
期。不去想失败，不愿意任何一
个同学落下。大家一起奋斗吧，
让这两个月成为最难忘的时
光。”一位学生说。

最后，在程老师的引导下，
同学们拿出早已写好的放在口
袋里的烦恼字条，一起将它撕碎

扔向空中，看到这些孩子将心中
的重担一一抛掉，他们彼此紧紧
拥抱。

班主任乔姗姗老师说：“即
将毕业，同学们不仅仅面临着同
学间的分离焦虑还有升学带来
的压力。程老师的课程不仅疏导
了学生们的紧张情绪，也让同学
们更加懂得珍惜情谊了。”最后
课程在同学们“冲刺中考，舍我
其谁，剑锋所指，所向披靡！”响
亮的口号中结束。

学考前情绪变焦躁，心理专家有妙招———

上上堂堂减减压压课课 赶赶走走学学生生坏坏情情绪绪

近日，山东省机器人
教学展评会上，泰安市参赛
代表——— 来自肥城市实验小
学的信息技术教师王洋，获
全省第一名，并将于4月23日
代表山东省参加第二届全国
中小学机器人教学比赛。同
时，肥城市实验小学在全省
机器人教学展评会上作了

《让现代科技激活学生的幸
福人生》的典型发言，得到与
会专家和教师们的广泛赞
誉。这标志着泰安市信息技
术教学和机器人教学迈出了
较大步伐，步入山东省先进
行列。

近日，省教育厅公布
省级规范化学校验收通过名
单，新泰市第一中学等3处学
校通过新申报验收，泰安二
中等1 3处学校通过复评验
收。截至目前，泰安市共创建
省级规范化学校164处，占全
市学校总数的22 . 2%，创建率
位居全省第三名。

为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全面提高教师职业道德
水平，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
高尚、师风良好、爱岗敬业的
教师队伍，目前，全市785所
中小学，1051所幼儿园，54490

名教职工全面签订了师德建
设责任书和师德承诺书，使
全体教师进一步端正思想，
提高认识，增强对教育事业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泰安市实验学校“小桔
灯”公益社团申报的全国青少
年公益创想行动“爱心1+1

牵手留守儿童”项目通过复
审，成为“小天使行动基金”
2014A-Action资助项目。泰安
市实验学校小桔灯公益社团
成立于2013年1月，是孩子们自
己的爱心组织，以“帮助他人

快乐成长”为宗旨，用自己
的光芒，温暖别人，快乐自己。
成立至今，“小桔灯”公益社团
的同学已经组织开展了多项
校内外活动。 （白雪）

教育咨讯

“在青青的草地上奔跑，
在温暖的阳光底下看书，踩
在 厚 厚 的 雪 地 上 滚 雪
球……”回想起这些，我真想
回到童年，再体会一下那些
喜怒哀乐。

童年的事，有些已经记
不起来，有些却印象很深，那
只小白兔，就给我留下抹不
去的印记。

那天，风和日丽，同学李
怡萱给我送来了一只小白
兔。它浑身雪白，淡粉色的耳
朵，两只眼睛和红宝石一样。
我热烈地欢迎它的到来，立

刻带它到室外的草地上，小
白免迫不及待地跳出盒子，
毫不拘束地吃起草。我坐在
嫩绿色的草地上看着它，雪
白的身子在绿色的草地上显
得格外醒目。我的脑子里立
刻有了一个名字“小白”。

春天来了，草地上开满
了五颜六色的花。走在花海
里，不用说小动物，就连人也
被淹没了。小白在这里吃草，
就好比人掉进了奶油蛋糕
里，这儿全是它爱吃的香甜
花朵。

就这样，小白和我相处

了很长时间，我们也成了好
朋友。后来，它经常把家里的
东西咬坏，被爸爸送走，我为
此哭了一场。

童年的脚印一串串，童
年的故事一篓篓。春天又来
了，那片草地又变成了一片
花海，但是童年却一去不复
返了。和小白一起奔跑的那
段时光也变成回忆。

童年的景，童年的人，童
年的小白免。这一切，我永远
也不会忘记。

山东泰安师范附属学校
五年级四班 徐思澄

童童年年，，和和小小白白一一起起奔奔跑跑

今天是清明长假的第一
天，我们随同小记者团一起去
肥城赏桃花，观美景，游乐园。

看着路边一排排整齐的
树木向我们身后疾驰而去，就
知道离我们的目的地越来越
近了，好期待能早点到达。

车子驶进景区，下车来放
眼望去，一片片红色、粉色的
桃花美景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微风吹过，一片片花瓣从树上
飘落下来，轻轻地落在地上，
像花瓣雨一样。

游乐园里也热闹非凡，优
美的音乐响在耳畔，孩子们为
了挑战自己而发出的阵阵尖
叫声把我们引到了岸边，我也
来到了梅花桩上想一试高低，
我一只手紧紧抓住绳子，两只
脚一步一步地踩在固定在网
子上的铁凳上，一走三晃，心
都提到嗓子眼了，妈妈也来参
与，她紧紧跟在我的身后，鼓
励我加油、加油，坚持就是胜
利，我咬着牙坚持着，一步，二
步……终于走到了终点。

这次游玩不仅让我欣赏
了桃花美景，而且还让我知道
了做什么事情只要坚持就能
成功！

文化路小学 张雨轩

桃园里走梅花桩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像万
花筒一样，展示出一个五彩缤
纷的世界。让我最难忘的是每
年春天举行的校运会。就说今
年的校运会吧，就给我留下了
特别深刻的印象。

随着宣布运动会正式开
始，各班运动员依次入场。此
时进行曲骤然响起，鼓号
队、彩旗队队员，排着整
齐的队形，大踏步向主
席台走来。

他们个个面带笑
容，昂首阔步，展示
出少先队员的朝气
与活力，同学们

情不自禁地鼓起掌。当大会
宣布运动比赛正式开始，整
个赛场顿时沸腾起来，加油
助威声此起彼伏。最引人注
目的是 1 0 0米赛跑。发令枪

“啪”一声响，运动员如矫兔
般飞离起点，像利箭般冲向
终点，在场的观众兴奋不已。

那赛场上的运动员，个个
摩拳擦掌，毫不示弱。跳高跳
远的运动员为了得到更好的
成绩，拼尽全力，即使失败也
毫不放弃。他们面对目标跨出
坚定的步伐，跳了一次又一
次。这种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
是个人的巨大财富，更是将来

能够走得更高更远的稳固基
石。参加铅球比赛的选手互相
竞争，成绩越投越远。他们手
中的铅球仿佛变成了一个个
充满希望的许愿球，不断追逐
着自己的梦想。

我爱精彩的校园生活！

七里学校四年级二班 刘文越

看，运动会上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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