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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生生放放假假安安全全不不““放放假假””
各级各部门着力打造学生暑假安全“长城”

荣萱

近日，市幸福街小学开展
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主
题教育活动 ,组织五年级学生
到市关工委，观看“预防青少年
犯罪三字歌”看板展览。宣传看
板以从娇生惯养、厌学逃课、抽
烟吸毒、“狐朋狗友”等方面的
危害，揭示了青少年违法犯罪
的根源，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
向学生们讲解法律常识。

暑期来临，学生安全问题
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全
市各级各部门未雨绸缪，强化
安全教育，加强安全保障，为学
生打造暑假安全“长城”。

筑牢防溺水“安全网”

为进一步加强暑期学生防
溺水安全工作，确保学生安全
度过假期，自6月中旬以来，港
西镇认真组织、多措并举筑牢
防溺水“安全网”。

该镇加大宣传力度，通过
张贴标语、悬挂横幅、村广播等
宣传方式提高学生“安全第一”
意识，确保防溺水宣传工作全
覆盖。全面落实安全工作包保
责任制，对溪流、水塘、水库等
存在安全隐患的水域进行排
查，在107处重点水域增设禁游

标志和安全警示牌，组织村干
部及时开展巡逻工作，制止青
少年学生私自下水游泳等行
为，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的
暑假环境。组织辖区内中小学
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教育，印
发了《致学生家长一封信》，提
醒家长加强家庭安全管理及监
护工作，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

此外，港西镇还组织志愿
者深入到辖区各中小学校，利
用大喇叭、宣传单等形式对学
生及家长进行游泳安全、消防
安全等教育，巩固孩子们对法
律知识和安全常识的掌握。

市第二十九中学组织学校
工作人员对学校周围水域进行
安全排查，重点巡查了纸坊水
库、杜家村、白龙河、大梁家水
库等几处危险水域，对巡查中
发现的不安全隐患迅速整治。
为提升家长与学生安全意识，
确保学生安全，该校还进一步
强化督导与管理措施，通过建
立防溺水监护网络，开展每周
一次安全短信及加大“全员育
人导师制”力度等系列措施，让
教师能够定时与学生、家长直
接交流。

保障学生

“舌尖上的安全”

市蜊江中学为保障学生
食品安全，组织各个班级召开
食品安全主题班会，警示学生
谨防假冒伪劣食品的危害，提
升 自我约束能力，拒绝购买

“三无”食品。同时发放《致家
长夏季食品安全的一封信》，
对家长进行食品安全宣传教
育，号召家长加强对孩子的教
育和监督，确保学生“舌尖上
的安全”。

暑期消防、交通

应急常识记心间

崖头街道联合市消防大队
来到辖区幼儿园，以讲故事的
形式，为小朋友们详细讲解火
灾的危害性、如何报火警及火
灾时的自救逃生技巧等消防知
识。此次活动增强了孩子们的
消防安全意识，切实提高了消
防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
也达到了消防宣传教育从孩子
抓起，通过孩子带动家庭、带动
全社会共同参与消防安全的目
的。

市幸福街小学联合市公
安局开展交通安全主题教育
活动。活动中，交警们举办了
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讲座，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向同学们介绍了《道路交

通安全法》，以及走路、乘车
等方面常识和注意事项，引导
学生们爱护道路和交通安全
设施，强化安全意识，遵守交
通安全法规，争做文明公民，
文明出行。该校还用校车模拟
了公共交通工具突发交通事
故的安全演练。演练中，在交
警的保护下，学生们迅速而有
序地从车上撤离，疏散到“安
全岛”。系列主题活动使学生
们进一步了解了交通安全知
识，增强了法律意识，提高了
自我保护能力。

市第二十一中学举行了安
全法制教育报告会，邀请市公
安消防大队安全培训讲师结合

中学生的实际情况，介绍了地
震、火灾等突发事件的特点、造
成伤亡的原因以及应对措施。
幽默生动的讲解，让师生们在
愉快的氛围中掌握了应对突发
事件的逃生自救方法。

为提高教师应对校园突发
事件的急救能力，普及教师应
急救护知识，市好运角中学与
市红十字会联合举办“应急救
护进校园”活动。活动中，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为全校师生介
绍了应急救护的重要性，具体
讲授了心肺复苏的急救步骤和
注意事项，并组织师生在模型
人身上进行了心肺复苏的实操
训练。

学学校校党党员员参参观观沈沈秀秀芹芹纪纪念念馆馆
荣成六中开展各种党员活动庆党的生日

本报荣成7月11日讯(于月
辉) 7月1日，荣成市第六中学
开展多种党员活动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95周年。

1日上午，荣成市第六中学
全体党员齐聚小学术报告厅集
中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实况，聆听了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全体
党员表示要坚决拥护党的领
导，坚持两个“务必”，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下午，全体党员到成山镇
国营林场参观了沈秀芹纪念
馆，接受了红色教育。然后由学

校党支部书记做了《认真学习
党章，加强作风建设》的党课培
训，要求全体党员严格按照“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的要求，
进一步加强党性锻炼，积极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推动学校
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文艺艺晚晚会会
7月9日，“自在荣成·我的

梦”2016年教育系统专场文艺
晚会在东方广场精彩上演。来
自我市教育系统的310名师生
精心准备了14个精彩节目，在
炎热的夏日里给市民们送去了
清凉和欢乐。

孔玲 摄影报道

硬硬笔笔书书法法练练字字班班火火热热招招生生中中
本报荣成7月11日讯 暑

期将至，不少孩子的家长因孩
子写的字体不漂亮而发愁，总
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孩子事半功
倍，总有一种教育可以改变孩
子的人生，不管是十岁左右的
孩子还是成年人无论有无基
础，经过我们一系列培训指导，
让你写出一手规范漂亮的字。

本报暑期硬笔书法练字班
正式开课，选择齐鲁晚报硬笔
书法练字班的理由：☆规范为
主，讲授技巧，方法科学☆口碑

相传，包教包会，无效免费学习
至见成效☆由专业老师教授，
方法简单、易学、易练、见效快
☆入班即矫正坐姿、握笔姿势，
让其学前学后判若两人☆全年
班免费赠送寒暑假巩固提升训
练，每学期不低于20课时。

为保证学员学习效果，每
期每班限额20人，按报名先后
排班，分为半年班和全年班。半
年班主要针对初二以上的学
员，全年班主要针对三年级以
上的学员，为避免你和其它学

校辅导课程的冲突，请学员提
前报名，7 . 10前报名有赠品。

费用：半年班880元(不低
于60课时，40分钟/课时)；全年
班1580元(不低于100课时，40
分钟/课时，并赠送两个假期的
课时)，其中全年班小记者优惠
价1280元。

暑 期 班 时 间 安 排 ：
8 . 8——— 8 . 26不低于30课时(全
年班免费赠送)。

联系电话：18906312349
qq：2740757021

6月29日上午，市第二十
五中学在录播教室开展党
组成员讲党课推“两学一
做”深入开展活动。

董向梅 孙芳
7月1日，荣成市第六中学

开展多种党员活动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95周年。学校全体
党员齐聚小学术报告厅集中
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实况，随后全体党
员到成山镇国营林场参观了
沈秀芹纪念馆，接受了红色
教育。 于月辉

7月5日上午，全市民办
培训机构工作会议在市教
育局一楼召开。会上对2015
年度民办培训学校星级评
价结果进行了通报，并就暑
期安全工作进行了整体部
署。 孔玲

7月6日，威海市委宣传
部组织中国梦·小康情宣讲
决赛。经过一天的激烈角
逐，荣成市教育局的于玲玉
和张宸铭分别取得了一等
奖和二等奖的好成绩。

张文静

鞠鞠萍萍姐姐姐姐来来荣荣成成
社社区区达达人人授授技技““忆忆””

本报荣成7月11日讯(袁
萌萌) 记得小时候每年的
阴历七月初七，大人们都会
用巧花模做出各式各样，形
态各异的巧花。做好的巧花
用红线穿成串，挂在小孩子
的脖子上，寓意着长寿。孩子
们在街上比谁家的巧花白，
谁脖子上挂的多，大人们则
相互讨论谁家的主妇手艺
巧。但是，随着人们生活节奏
的加快，现在这种淳朴的节

日乐趣却只能停留在人们的
回忆里，没有得到传承。

日前，央视节目主持人
鞠萍来到了荣成。河西社区
统战人士、花馍制作达人吕
晓霞应邀到现场与鞠萍一
起交流家乡的习俗，并探讨
如何制作巧花。这个活动不
仅找回了我们儿时过七夕
节的温暖回忆，更重要的是
它体现了制作巧花技艺的
传承。

速读

公公益益活活动动进进社社区区

本报荣成7月11日讯(于
航) 7月7日上午，荣成市世
纪小学组织学生开展“公益
项目进社区”系列活动。

此次活动由世纪小学和
花园社区居委会联合举办，
邀请专业画家进社区进行技
术指导。内容丰富多彩，包括
石头画、拓印画等等，学生被
好看的画所吸引，迫不及待
地选取自己喜欢的材料，跃
跃欲试。在指导老师的耐心

指导和帮助下，孩子们聚精
会神地进行创作。大家充分
地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创作
兴趣浓厚。短短地两个小时
时间内就掌握了创作要领，
创作出一幅幅精美的作品。
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为学
生拓展了广阔的活动平台，
充分利用好社会实践资源，
不断开阔学生的眼界，锻炼
了学生的能力，让他们在实
践中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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