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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实实验验幼幼儿儿园园举举办办新新生生家家长长会会
帮帮助助新新生生尽尽快快适适应应幼幼儿儿园园的的生生活活

让人难忘的“大海之约”夏令营

8月9日，港湾街道召开
了2017半年总结暨抓党建促
业务工作会议。会议采取集
中开会与实地观摩相结合
的方式，街道党政全体班子
成员、部分机关干部、社区
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
重点企业及双管单位负责
人等100多人参加了此次会
议。

宋思雨
近日，石岛管理区组织

人员对斥山和王连两个街
道禁养区内养殖场户建筑
设施等开展测量评估工作，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按照

“先易后难、重点突出”的原
则，以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和
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目标，坚持发展与治理并
重、生产与生态兼顾、治旧
与控新结合，综合运用政策
引导、行政执法和资金补偿
等手段，采取关停、搬迁等
措施，全面推进禁养区制度
落实，进一步优化畜牧业生
产布局，减少畜禽养殖污
染，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
民群众健康。

张朝阳 王伟强
近日，石岛管理区在东

墩敬老院组织开展食物中

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通过
本次演练，全方位、多层次
模拟应急响应和紧急救助
工作，增强各部门协同合作
和服务群众能力，摸清在实
战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
敬老院供养老人的健康、安
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于杰 李江林
近日，石岛管理区城乡

建设局园林管理处及时组
织人力和物力，用新型木质
艺术花箱将石岛街里、斥山
街道、滨海公园老化、破损
的花箱200余盆进行替换，并
填上腐殖土，重新栽种上与
周边绿化相搭配的满天星、
长春花等万余株，成为城区
道路一道靓丽风景线。

殷婧瑜
为引导辖区居民、企业

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意识，自觉践行
绿色生活，积极主动参与到
环保整治当中，共同建设美
丽家园，近日，桃园街道举
办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环保主题宣传活动，
现场共发放环保宣传材料
2000余份。

高大洲

本报荣成 8月 1 4日讯 (张
丽丽 ) 为了加强幼儿园与
家庭、老师与家长之间的联
系，增强家长对幼儿园的了
解，家园之间及时沟通幼儿
情况。8月9日上午，第三实验
幼儿园召开了新生家长会，
帮助新生尽快适应幼儿园的
生活。

小班新生在入园初期，
因为刚从家庭走向幼儿园，
生活环境和生活规律都会发
生改变，因此会造成入园初
期的种种焦虑行为，常常令
家长不知所措。为了让家长
们了解幼儿园的生活，提供
正确的应对方法，帮助新生
尽快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家

长会从幼儿园的基本情况入
手，向家长们介绍了幼儿园
的师资情况、入园前家长和
孩子需要做的准备、幼儿园
的卫生保健、安全工作以及
家园沟通的重要性，让家长
全面的了解幼儿园的同时，
科学、理智的面对孩子入园
这一问题。

邹园长总结性发言，巧
妙的与家长互动，引导家长
主动思考，解答家长的实际
问题，使家长在轻松的氛围
中，获得了正确教育理念，建
立了幼儿园与家长之间信任
的桥梁。

本次新生家长会，实现
了 家 园 之 间 最 初 的 情 感 传

递，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提
升了新生家长的教育观念，
让家长从多方面了解新生入
园后的学习、生活情况，帮助
家长掌握了孩子快速适应幼
儿园生活的方法，家长对幼
儿入园充满了信心，为小班
新生顺利渡过入园焦虑期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速读管管理理区区多多方方推推进进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建建设设
本报荣成8月14日讯(刘红

卫 王艺霏 杨志礼) 今年
来，管理区努力打造“高标准高
水平美丽乡村示范区”。

管理区根据全市《美丽乡
村建设五年规划》和《2017年美
丽乡村建设工作方案》的要求，
结合石岛实际，对美丽乡村建
设遵循“一体规划、科学布局、
突出特色、全域推进、分段实
施”的原则，实施“3421”工程。3
就是规划三大片区：民俗文化
体验片区、湖海田园高效生态
农业片区、海港风情片区；4就
是分四个批次推进：打造一批
示范村、培植一批特色村、提升
一批关键村、整治一批重点村；
21就是利用3年时间完成21个
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2017年
完成东楮岛、东墩、东苏家、渠
格、留村、西车、牧云庵7个村，
2018年完成马栏耩、崮山前、东
岛刘家、西火糖寨、桃树园、大
渔岛、北车7个村，2019年完成
北场 、口子、赵家山、龙山前、
盛家、桃园、青木寨7个村。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管理
区强化安排部署，靠实各级工
作责任。管理区先后多次召开
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推进会议，

研究部署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制定下发了《开展美丽乡村创
建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建
设目标、责任划分、建设重点和
工作时限，强化了对美丽乡村
建设工作的指导推进。

强化宣传发动，合力营造
创建氛围。充分利用广播、报
刊、电视、互联网等媒体，通过
刷写宣传标语、悬挂横幅、设置
宣传栏、发放倡议书、召开群众
会议等形式，及时宣传报道美
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好思
路、好做法、好经验，教育引导

动员广大群众自觉参与美丽乡
村创建工作，营造出了浓厚的
舆论氛围。

强化督查评比，确保任务
有效落实。管理区主要领导、分
管领导亲自督促检查美丽乡村
建设工作，推动相关任务落实。
针对重点村落和突出问题，采
取专项督查与综合督查相结
合、调研督查与暗查暗访相结
合的方式，定期不定期进行督
查和抽查，现场督办，跟踪问
效，集中解决了美丽乡村建设
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7月24日早晨，我和好朋友
一起坐车向夏令营集合点
出发，路上我们迫不及待
地讨论起夏令营来，它会
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呢？差不多9点半人到齐
了，我发现队里有三个大
姐姐和很多大哥哥，我和
好朋友8岁，差不多是队里
年龄最小的。

第二天早晨的早饭
是自助餐，食物特别丰
盛。有炒米饭、小火腿、自
己煎的鸡蛋饼等等，还有
水果哈蜜瓜、西瓜、各种
自助果汁，其中有我最喜
欢的是面包蘸果酱和小
火腿。

早饭后，我们去了基
地总部。上午的第一项活
动是我最期待的CS野战，
所有队员平均分成红蓝两

队，按规则展开对攻战，我
属于蓝队。经过激烈的战
斗，我方最终获得了胜利，
最搞笑的是，敌队居然有
一个士兵变成了“炮灰”！

最惊险刺激的是去鸡
鸣岛来了一场“悬崖速
降”，我在往上返回的时
候，不小心踩到砂子滑倒，
我没有害怕，因为教练和
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在身
边，我不慌不忙站起来，抓
紧绳子安全地返回。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
鸡鸣岛进行山洞探险，
教练要求拿手电筒的人
将手电筒关闭，然后我
们每个人抓住前面人的
衣服，小心翼翼地往前
走，洞里既潮湿又黑暗，
感觉像阴森森的鬼城，
让人不寒而栗，很诡异、
很漫长，我觉得自己好
像走了1000分钟。

最让我遗憾的是，没
能在帐篷里野外露营和乘
坐游艇，但这次夏令营，让
我学会了独立，懂得了团
结，收获了勇敢。回家的时
候，我还带了一幅贝壳画
给爸爸妈妈，他们都夸我
长大了！

营员 高远卓

累与收获同在的夏令营生活

时光真如流水般稍纵即
逝，五天四夜的短暂夏令营生
活已经过去了，在这短暂的时
光中，我收获了自信、收获了友
谊、收获了勇敢。我学会了如何
关心他人、我学会了承担责
任……

五味杂陈的第一天。我期
盼已久的夏令营终于到来了，
我可是第一次离开家，满满的

期盼，满满的好奇。到了营地，
教官一开始就让我们站了5分
钟军姿，简直是给了我们一个

“下马威”；接着教官给我们分
成两队，我们队的队旗是我亲
手画的——— 小老虎，意味着我
们生龙活虎，战无必胜！虽然两
队第一次比赛我们队惨败，但
队员们都不气馁，等待着下一
次的挑战。

充满关爱的第四天。 第
四天我们清早出发到海驴岛，
虽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小雨，
但小伙伴们仍兴致勃勃，可是
年龄最小的“小绿豆”(我新交的
小伙伴)晕船，在下船时站都站
不稳，我毫不犹豫地跑到他身
边，这一路领着他，使他好受多
了，又融入到我们队伍中去，也

happy起来。
苦尽甘来的第五天。最后

一天，食堂师傅放假了，我们只
能自己做饭，小伙伴们齐心协
力，有的捡柴火，有的阔鱼，有
的洗菜，有的切菜，有的生火，
有的炒菜……我自告奋勇地承
担起烧火这个艰巨的任务，这
个活又热又脏又累，满身臭汗，
可看到小伙伴们吃着自己做的
饭菜胜似饭店的美味，我感觉
我付出的一切值了！

我相信经过这五天四夜
的夏令营锻炼，我和小伙伴们
一同成长，重塑自我，充满自
信，充满关爱，在成长的过程
中留下难忘的、美好的一次回
忆！

营员 宋奕辰

夏令营随感

我参加的夏令营名字很
好听，叫———“大海之约”。

我 们 去 鸡 鸣 岛 山 洞 探
险、悬崖速降、拉练，去海驴
岛看海鸥，还去了海边玩水，
捡贝壳、做贝壳画……我觉
得这个夏令营是我有史以来
参加过的最好的夏令营———
住的是豪华酒店；吃的是丰
盛的食物；激烈的真人C S；
旅游、在海边玩耍让我们大

开眼界；攀树让我们学会了
坚强；寻找电台、划船捕鱼让
我们学会了团结……然而我
们学到的不仅仅是这些，我
们还学到了如何在野外辨别
方向等生存技巧，这就是我
所 认 为 的 这 个 夏 令 营 的 魅
力。

夏令营如此精彩，我怎么
会忘记？

营员 王悦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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