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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于娜 ) 2月1 4
日——— 2月17日，府前路学校
开展了学科大教研高端培训
之二级培训活动，由学校参
加过省级以上培训的骨干老
师作为讲师，为在校老师进
行二级培训，分享外出学习
的收获和感受。

于喜松主任主讲的《以生

为本，初中语文课赏析》，以精
美的课件和清晰的思路引领
老师们拓宽了语文视野，升华
了核心素养理念，并与大家分
享了全国著名特级教师窦桂
梅老师的精彩课例；于美丽老
师以自己的切身感受为大家
做了《弘扬传统文化，做幸福
老师》的幸福感言，她用朴实

的话语，发自肺腑地畅谈了自
己是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如何
践行为人师表之神圣。

今后，该校将会不断改革
创新校本培训形式，丰富培训
内容，让培训成为教师教育教
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让培训
真正成为高效课堂建设的有
力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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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于华) 近期，乳
山市第二实验小学举行了“水
课堂”活动，对学生进行“饮用
水知识自然科普”主题教育，
旨在普及饮用水的相关知识，
加强节约用水的意识教育，进

行合理饮水知识普及，以确保
身体健康成长。

活动形式主要是结合科
学实验召开主题班会进行，让
学生有了“水是生命之源”的
根本性认识，深刻认识到保护

水资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
过本次主题科普教育，学生们
的节水与合理饮水意识明显
增强，同时也担负起了向家长
及亲朋好友进行进一步科普
教育的任务。

““水水课课堂堂””活活动动增增强强节节水水意意识识

本报讯(陈亚萍) 威海机
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是一所
集技工教育、职业教育、远程
教育、电大教育和社会培训与
于一体的综合性职业技术学
校。

远程开放教育是继全日
制教育、函授教育和自学考试
之后的新型国民教育方式，是
通过网络教育和面授教育相
结合的教育方式，形式灵活多
样，可随时随地进行休闲式学
习。远程开放教育分为国家开

放大学、奥鹏合作高校(主要
以东北财经大学为主)以及中
国石油大学网络教育，学制均
为两年半。国家开放大学高等
教育学历证书以及各高校网
络学院的学历证书，其电子注
册号均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
生信息网上查询。

短期培训包括农村劳动
力转移培训、退伍军人就业
培训、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
(四零五零工程)、新成长劳
动力培训、企业在职职工技

能提升培训、小区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培训、“金蓝领”技
能培训，乡村旅游培训以及
创业提升培训等。其中安全
培训是传统培训项目，该校
现为乳山唯一一家国家二级
安全培训资质机构。该校是
市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定
点单位，并和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联合举办金蓝领
和下岗职工技能培训，涉及
十余个专业。该校还是省乡
村旅游培训基地。

远远程程开开放放教教育育火火，，短短期期技技能能培培训训热热

本报讯(于小宁) 乳山市
第二实验小学以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开展
了“学法规、学楷模、学榜样”
的三学活动，进一步深化“四
有”师德主题教育。

学校组织全体教师利用业
余时间学习《中小学教师职业
道德规范》《国务院关于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并分级
部组织解读研讨和学习交流。
学校利用网络资源每周组织全

体教职工集中收看李保国等优
秀教师的视频。学校还组织全
体教师学习身边优秀教师的良
好言行和典型事迹，集中听取
他们的事迹交流，用身边的人
和事感召鼓舞教师。

““三三学学””活活动动深深化化师师德德教教育育

本报讯 (王丁静 ) 近年
来，乳山畅园学校以“博雅”文
化为载体，提出“让每一株幼
苗都茁壮成长为一颗大树”的
核心办学理念。开创四大教学
特色，优化育人环境，关注过
程，注重实效，培育“文雅学
生”“儒雅教师”，探索建构新
型“博雅”“六艺”德育序列化
育人体系，打造特色学校。

“博雅”的拉丁文原意是
“适合自由人”。学校实施“博
雅”教育的目标就是将成人
与成才相结合，培养具有渊
博学识、高雅气质的教师队
伍和学生群体，打造德育特
色学校。无论是古希腊的“博
雅教育”还是中国儒家的“六
艺”教育，都体现了一种使人
性臻於完善的教育理想。学

校智慧地将中国儒家文化和
西方教育理念相融合，将“德
育特色”定为立校之本，博采
众长，发展创新，确立“博雅”
校园文化底蕴，以德促教，实
施德智体全面一体化教育，
以“一目标”“两主线”“三境
界”“四特色”“五活动”“六结
合”开启学校德育特色建设
之路。

巧巧读读““博博雅雅””培培养养““六六艺艺””新新人人

本报讯(姜艳艳) 乳山市
怡园中学通过拧紧“三道闸
门”，不断强化师生的安全防
范意识，提高安全防范本领，
确保本年度学校安全善始善
终。

学校进行安全知识教育，
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召开全体
教职工安全大会，加强新学期

校园安全工作的规划和部署。
强化师生树立安全意识，使全
校师生能够在有效保护自身
安全的同时，构筑校园安全防
护网络。

学校组织安全隐患排查，
把脉安全问题症结。组织人员
对学校安全工作进行了地毯式
排查，建立全校安全隐患排查

台账制度，不留安全隐患死角；
做好春季流行病、传染病等季
节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

学校举行安全疏散演练，
提高自救自护能力。组织全校
师生进行“防踩踏应急安全疏
散演练”。整个疏散过程紧张
有序，未发生拥挤、摔倒、踩踏
等现象。

““三三道道闸闸门门””确确保保校校园园安安全全

日前，乳山市第二实验小
学组织四年级的全体师生开展
了“走进军营，童心向党”的体
验活动，带领学生走进学校附
近的滕甲庄部队。师生们首先
参观了部队的武器装备、宿舍
内务、营区文化建设。这次参观
活动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
国防教育课，是学校充分利用
地方课程资源优势教育的又一
成果。通过开展与部队官兵零
距离亲密接触活动，培养了学
生们吃苦耐劳、勇敢坚强的优
秀品质，也增强了孩子们的自
律意识。 (王伟丽)

日前，为了更好地契合新
课标及素质教育对语文学科情
感教育的要求，乳山市第二实
验小学召开了全校语文教师关
于语文教学中情感渗透研讨
会。会议由李文武校长主持，会
议首先观摩了一节贯穿情感教
育的优秀课例，然后李校长组
织全校语文学科教师就本节课
进行深入学习与研讨，再由本
校兰頵老师做代表性研讨交
流。本次研讨会议是既能激发
语文教师从审美角度完成语文
教学，又能培养学生良好的精
神品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 (王伟丽)

乳山市第二实验小学以学
生养成教育为主线，通过一系
列富有特色、丰富多彩的德育
活动，在学生中播种好习惯的
种子，让博雅之花竞相开放。学
校利用周一升国旗、班会时间
从学生的语言、行为、学习、生
活等一点一滴的小事对学生进
行文明礼仪教育，在校园内营
造了文明礼貌、积极向上的氛
围。邀请交警大队的警官对学
生进行交通安全知识讲座，学
习交通手势操，开展“小手拉大
手，文明上下学”家校联动活
动，让学生掌握交通安全常识，
提高交通法制意识和自我防护
能力，营造文明行路的良好氛
围。学校组织师生实地参观乳
山水务集团第三水厂，了解我
市水资源现状及供水形势的严
峻，让学生深刻体会到“节约每
一滴水”的意义。 (于华)

为提高学生阅读兴趣，培
养学生良好的阅读能力，乳山
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了“阅读
考级”活动。从内容入手，精心
选择适合小学生背诵的古诗和
阅读的课外读物，在考级中学
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
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中自行选
择篇目进行阅读，每增加2篇必
读书目和3篇选读书目为一个
级别。以丰富多采的阅读活动
为载体，按照学生的年龄特点
分别开展相应的主题活动，不
同的活动形式由浅入深，循序
渐进，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
会阅读方法，提高了阅读能力。
把“证书”作为肯定、鼓励的措
施，精心设计证书内容，使证书
本身更具有激励性、鼓舞性，增
强学生的学习信心。

(于小宁)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正确书

写的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书
写习惯，乳山市第二实验小学
把书法练习融入德育工作，在
广大师生中开展“写规范字，做
文明人”活动，促进学生素质全
面发展。学校安排每天下午第
一节课之前的十分钟为学生写
字课，教师指导学生工整、规
范、美观地在四线方格本上练
习书写汉字，每学期开展一次
全校性书法竞赛，各班建立书
法园地，张贴学生优秀书法习
作，并多次聘请本地著名书法
家给全校学生上写字指导课，
提高学生的书写能力。

(于小宁)

新学期伊始，乳山市府前
路学校多措并举，从学生安全
意识、校园安全防护、消防食品
安全、自我保护能力等方面入
手，实施多种形式的安全教育，
加固校园安全保障网，全面开
展创建平安学校工作。学校倡
导学生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注重日常交通消防安全、食品
卫生安全、校车安全、课间活动
安全。学校以一贯之实行“领导
值勤、教师值勤、保安值勤、护
校队值勤、学生值勤”的“校园
五级值勤”制度，检查结果进行
量化，及时公示，月末小结，期
末表彰。学校通过围绕加强传
染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认
真落实学校晨午检工作制度。
学校定期组织人员进行安全检
查，保证学校消防器材的可用
性。 (于娜)

新学期，乳山市第一实验
小学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上好

“开学第一课”。学校举行了隆
重的升旗仪式，校长为全体师
生带来了亲切的新年问候与祝
福，充分肯定了全体师生在上
学期取得的骄人成绩。大队辅
导员对同学们提出了坚持使用
校园文明用语、坚持维持校园
物美、人美、环境美，争当本学
年的“雅美学生”、“雅美家长”、

“雅美家庭”等要求。会后各个
班级以“新学期，我们更精彩”
为主题组织召开班会。

(常英)
2月14日，乳山市第一实验

小学开展了“科学健康饮食，共
建食安校园”活动。本次活动通
过学校升旗仪式、主题班会、
QQ群及微信等多种形式向学
生、家长及社会进行宣传。在食
品安全主题班会课上，老师们
通过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为
学生讲解了假冒伪劣食品、过
期变质食品和“三无”食品的识
别方法，并就安全饮食提出了
具体建议。 (常英)

“怡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
愉悦快乐舒心的教育。这种教
育只有建立在学生自我认同的
基础上，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乳山市怡园中学在期末学生评
语中提倡“怡教育”教育理念，
使每一个学生都能根据自身特
点和优势获得全面发展。期末
学生评语中采用放大自我认同
点的方法，使学生评语因人而

“怡”。 (冯志香)
为切实丰富师生的寒假生

活，乳山市怡园中学从精心设
计寒假实践作业入手，科学引
领师生度过一个文明、健康、愉
快、健康的寒假。该校相继开展
了“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家
务劳动周”体验活动、“快乐寒
假行”志愿活动、“平安过寒假”
安全活动、“读书小名士”竞赛
活动。 (冯志香)

为保护森林资源，提高学
生的防火意识，乳山市怡园中
学多措并举，大力开展森林防
火宣传教育活动。学校利用宣
传栏、黑板报，向学生介绍有关
森林方面的科普知识，宣传森
林防火的重要性。召开以“护林
防火，人人有责”为主题的班
会，加强学生对防范火灾的重
视，明确森林防火的具体做法。
由学校校长牵头，班主任、学生
家长和学生层层签订有关护林
防火的责任书。 (姜艳艳)

日前，乳山市怡园中学举
行了春季传染病预防知识培
训。学校针对流行性感冒、流行
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等病种，详细介绍了其发病症
状、易感人群特点及预防措施
等。学校要求各班级通过召开
主题班会，普及相关知识，落实
防范措施，并将相关预防知识
印制成宣传资料，分发给全校
同学带回家，通过亲子共同阅
读，广泛普及预防知识，构筑全
方位防范网络。 (姜艳艳)

培培训训退退役役士士兵兵
教教其其一一技技之之长长

本报讯(李丹) 日前，威海机械工程高级
技工学校举行退役士兵培训班，帮助退役士兵
掌握一技之长。

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选派烹饪、电
工、计算机等专业的骨干老师进行授课，配备
优秀的班主任进行教学管理。在教学模式和课
程安排上，注重理论与实训相结合，强化退役
士兵的动手操作能力，力争让每一位退役士兵
真正学得一技之长，学有所用，提高就业竞争
力。

专专题题组组织织生生活活会会
贯贯彻彻““两两学学一一做做””

本报讯(李丹) 日前，威海机械工程高级
技校四个党支部分头召开了“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会前，各支部班子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
见，结合征集上来的问题，形成对照检查材料。
会上，全体党员按照“四讲四有”合格党员标
准，围绕个人在政治觉悟、组织纪律、道德品
质、奉献作为四个方面开展自我总结和自我评
价。每位党员还针对目前个人存在的问题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明确今后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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