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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首届届中中小小学学师师生生书书画画摄摄影影展展落落幕幕
展出200多幅优秀作品，艺术爱好者纷纷点赞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汤玉琳) 11日，为期

三天的威海市首届中小学师生书
画摄影作品展在威海美术馆圆满
落幕，全市200多幅优秀的中小学
师生作品参加展出，表现了当代
中小学师生的精神面貌、艺术才
华，给市民带来美的享受。

为接受社会各界对艺术教

育的检阅，日前，威海市教育局
主办了“在灿烂的阳光下”为主
题的首届中小学师生书画摄影
展，从2014年中小学师生书画摄
影作品大赛征集的800多幅作品
中，遴选出的200多幅优秀作品，
展出的作品包含国画、书法、油
画、水粉画、摄影等多种形式，作
品题材多样。

“跟真的一样！”“很有大家
风范。”参观展览的市民不时发
出赞叹，“亲眼看到了艺术教育
的成果，也能激发孩子热爱艺术
的兴趣。”前来参观的艺术爱好
者称赞道。高区恒山实验学校的
美术老师唐守佳用相机记录下
自己感兴趣的作品，并和古寨中
学的美术老师庄少华品论展出

的国画。此次展览不仅为师生提
供了展示的平台，也为教师提供
了一个学习借鉴的机会，很多教
师表示通过参观展览可以看到
同行艺术创作所达到的高度、学
习创作手法，从而更好的指导学
生创作。

据悉，2014年威海实施三年
行动计划，开展中小学体卫艺教

育建设年、提升年、深化年系列
主题活动，启动艺术教育师资配
备计划，开展“艺术家进校园”等
活动，面向社会聘请艺术兼职教
师，逐步实现艺术教师配备率
100%。据介绍，目前，全市艺术
教 师 1 4 6 9 人 ，学 生 艺 术 社 团
1103个，校园艺术教育正在蓬勃
发展。

草庙子小学试行

干部挂职交流制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宋强 许道莲 )

为提高学生参与管理的意识，近
日，草庙子小学试行高年级干部
挂职交流制。

所谓挂职交流制是从高年
级班干部中选派人员，到低年级
去担任低年级班主任老师的助
手，即副班主任，挂职的时间为
期一周。在挂职期间，他们主要
每天中午到各自分管的班级，组
织学生做游戏，讲故事，教吹竖
笛，教剪纸、画画等，也可以根据
自己擅长的方面来组织班级活
动。挂职期结束后，挂职班干部
要在每周五的班会课上交流自
己的挂职心得。

学校通过对挂职班干部所
在班进行的问卷调查对挂职的
班干部做综合评定，对于表现优
秀的挂职干部，德育处将授予优
秀挂职班干部称号。

通过这样的活动，学校不仅
培养了班干部的日常组织管理
能力，还使低年级学生的午间活
动变得丰富多彩，为学校今后全
面推行班级干部挂职交流活动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省教育厅检查组

评估乳山学校工作

本报1月11日讯 (记者 李
孟霏 通讯员 王秀君 宋悦 )

日前，省教育厅检查组对白
沙滩初中、海阳所初中、第二实
验小学进行实地检查。

近年来，乳山市以实现教
育特色发展、均衡发展为目标，
切实加大教育资金投入，着力
加强学校的标准化和现代化建
设，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城乡教
育一体均衡发展，办学条件和
育人质量实现了全面提升。继
去年顺利通过“全国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县”验收后，今
年，又有1 2所学校申报创建省
级规范化学校，申报数量居全
省县级市之首。通过评估验收，
省检查组对乳山市创建省级规
范 化 学 校 工 作 给 予 了 充 分 肯
定。

本报1月11日讯 (记者 陈
乃彰) 7日上午，张村镇计生办
工作人员来到经区医院，为正在
医院保胎的韩女士现场办公，提
供办理生育证服务。

韩女士因一直在医院保胎，
其丈夫常年跑长途大货车，不能
按照正常手续办理申请生育证
的相关手续，而其申请，须经本
人签字。张村镇计生办工作人员
了解后，来到韩女士所在的经区
医院，现场服务，为其办理生育
证提供方便。随后，张村镇计生
办将申办材料送到区计生卫生
局进行证件审批，为韩女士一家
提供便利。据了解，张村镇计生
工作自推行优质服务以来，一直
以便民服务工作宗旨，通过落实
多项措施，提升服务水平。

张村计生办

上门办理生育证

本报1月11日讯 (记者 李
孟霏) 日前，为全面掌握2015
年全市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状
况，进一步做好融资服务工作，
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困难，威海市
中小企业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及拟挂牌

(上市)企业情况调查。
调查过程中，环翠区、高区、

经区、临港区、文登区、荣成市、
乳山市将各筛选30家以上有融
资需求的中小微企业，填报融资
需求情况表。

届时，威海市中小企业局将

组织相关银行及投资机构与中
小微企业开展融资对接服务活
动，除了融资情况需求外，各市
区还将开展对拟挂牌(上市)中
小企业情况摸底工作。

有意向的中小企业于1月20
日前登陆威海市中小企业局官

方网站，下载《2015年全市中小
微企业融资需求调查汇总表》、

《2015年全市拟挂牌(上市)企业
情况调查表》，填写完之后，汇总
上报至市局融资担保科，联系电
话 为 5 2 1 9 8 4 9 ，邮 箱 为
wh5219849@163 .com。

有有融融资资需需求求的的中中小小企企业业注注意意了了

本报1月11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李淦 林伟强)

日前，随着经济技术开发区最
后的一批15座散葬烈士墓迁葬
至市烈士陵园内，威海市区内
468座零散烈士墓(含32座无名
烈士墓)的迁葬工作现已全部完
成。

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
设时期，威海涌现出一批批革
命烈士，这些革命烈士有些安

葬在异乡牺牲地，还有部分散
葬在各地的荒郊野外。这些散
葬烈士墓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维
护，年久失修，有的杂草丛生，
纪念标志难以辨认。为充分发
挥革命烈士纪念设施“褒烈育
人”的作用，切实加强市区零散
烈士墓的集中管理保护工作，
威海市早于 2 0 0 9年，对全市
3726座散葬烈士墓进行了集中
管理，大部分集中到了镇、县两

级烈士陵园，部分划出专用墓
地实行了集中管理。

2011年，为进一步促进烈
士褒扬工作科学发展，解决威
海无市级烈士陵园，高区、经区
和临港区也无区域性烈士陵园
以及部分市区零散烈士墓无陵
园可迁的现状，威海市规划设
立了威海市市级革命烈士陵
园，以便于对市区内已进行初
步集中管理的烈士纪念设施进

行统一、规范、专业管理和保
护。

2014年上半年，在对环翠
区、经区、高区、临港区散葬烈士
的姓名、性别、籍贯、牺牲时间、
牺牲地点、安葬地点等情况进行
详细摸底调查的基础上，11月中
旬，威海市启动迁葬工作，并于
日前全部完成。随着零散烈士墓
迁葬工作的完成，市烈士陵园的
其他建设工作也将全面展开。

446688座座零零散散烈烈士士墓墓迁迁至至新新陵陵园园

联联欢欢会会
近日，孙家疃小学联合社区举办了“新春联欢会”。学生们带来了

《弟子规诵读》、课本剧《白雪公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版的《小苹
果》等精彩节目。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近日，省卫计委主任、党组书
记刘奇、省委督查室副主任于博
元等一行7人到石岛人民医院督
查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
督查组对石岛人民医院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工作的进展给予了充分
肯定，希望继续做好改革的舆论
宣传工作，扎实推进综合改革各
项工作顺利进行。

(于新娇)

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医患正能量，威海市卫计
委日前发起了“寻找感人医患故
事”全媒体宣传活动，石岛人民医
院积极参与了此项活动。

(崔红梅)

贺贺寿寿
10日，高区双岛街道东马山

村村民集体为本村首位百岁老
人徐东英庆生。寿宴在村办酒
店进行，村委提供部分资助，附
近企业万鑫公司闻讯也敬奉鲜
花至宴。

本报记者 李孟霏
通讯员 史旭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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