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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纪纪小小学学开开展展““家家长长开开放放日日””活活动动
本报荣成 1 1月 1 3日讯

(姜小丽 ) 日前，世纪小学
举行了家长开放日活动。活
动共分三个内容：一是分管
主任召开年级家委会，邀请
家长聆听“让孩子爱上学
习”的讲座；二是邀请家长
走进学校，进入课堂；三是
各班召开家长会。

活动开始，分管主任就
学校近期开展的活动、家长
关心的热点问题做了说明；
请家庭教育专家张功莲老
师为家长做的“让孩子爱上
学习”的讲座，语言风趣幽
默，让家长受益匪浅。接着，
家长走进课堂，零距离的感
受教师的教学理念，全面了
解孩子在校的学习情况。当
上课铃声响起的时候，家长
与孩子们井然有序，一同坐

在教室里感受形式多样的
教学活动。老师精心备课、
制作课件，呈现出课堂的精
彩。语文课上，老师声情并
茂的语言深深吸引着每一
个孩子，看到孩子们有模有
样的朗读，家长们不住地点
头、称赞；数学课上，老师新
颖的引导、精美的课件把孩
子们带入了情境，在轻松、
愉快的学习氛围中体验到
了快乐，学到了知识。听课
之后，家长在孩子所在的班
级里，和班主任进行了面对
面的互动与交流。班主任向
家长介绍了学生在校学习、
生活情况，并就如何正确引
导孩子培养良好的学习、行
为习惯以及如何注意安全
等与家长进行了互动交流。
同时也认真听取了家长对

学校工作提出的合理化建
议。

家长开放日这一活动
的开展有效地落实了“家校
共育”，在学校与家庭之间、

老师与家长之间架起了一
座沟通的桥梁，家长们也对
此次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和充分肯定，实现了学校、
家长、孩子三方共赢。

石石岛岛实实验验小小学学举举行行““爱爱眼眼””比比赛赛

速读
为弘扬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

的精神，11月13日世纪小学举行教
师“永远的怀念”主题演讲比赛。本
次演讲弘扬了郭永怀先生爱国主
义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引导广大
教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身观
有着重要的意义。

于航
近日，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

的十余名学生在综合实践老师的
带领下来到崖头老年公寓，举行

“传承国学，孝老敬老”活动。此次
活动是第二实验中学“孝老行动”
的重要内容之一，培养了同学孝
敬老人、乐于奉献的精神，使中华
传统美德在学生的行动得以落
实。

郭红娟
近日，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

“我帮落叶找家家”活动，旨在培养
孩子们，主动捡拾落叶及垃圾的良
好习惯和行为意识，从小培养爱护
环境的良好品质，孩子们有又一次
经历了思想熏陶。此活动深受家长
的欢迎，也得到社区大力支持，收
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学校决定，活
动将常抓不谢。

郭建波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少年儿
童的关怀和希望，鼓励少年儿童围
绕党的十九大自主表达纯真的情
感和真实的心声，让党的关怀和领
袖形象在少年儿童心中扎根，引导
少年儿童听党的话，跟党走。近日，
荣成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了“红领
巾学习贯彻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
走”主题系列教育活动。

李红丽
近日，荣成二十四中“兴趣伴

我行”社团活动正式拉开序幕。社
团活动的开展将有力地发展学生
的兴趣爱好，让学生的个性更加张
扬。构成了丰富多彩、阳光向上的
特色校园文化。

汤桂玲
近日，荣成二十四中学区进行

了学区食堂食品安全检查工作，把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提高了学校食堂食品安全
水平。进一步确保广大师生饮食安
全，

王春梅
日前，市第二十五中学积极开

展教师“大家访”活动。通过此次活
动的开展，教师走入学生的家庭，
增近了家校互信，就学生在家、校
的不同表现进行了深层次的沟通，
有利于家校携手共促学生成长。

董向梅
日前，荣成二十四中学区举行

了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比赛
不仅展示了青年教师的书写才能，
也让大家认识到规范书写这一基
本功的重要性。有利于今后更好地
加强规范书写练习，夯实教学基本
功。

王春梅
近日，荣成二十四中学体质达

标活动隆重举行。此次体质健康达
标活动，对学生身体素质进行了一
次检阅，同时展现了学生自信、和
谐、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提高了
学生的整体素质。

汤桂玲
日前，24中学全体教师集中认

真收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
宣讲团报告会并组织全校师生开
展了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
赛，教师们纷纷表示，以高度的责
任心，立足教育教学工作，让学生
成才，让家长放心。

孔迪
11月9日，荣成二十四中学校

举行了教师粉笔字、钢笔字比赛活
动，本次活动统一时间、统一纸型，
统一书写内容和书写格式，全体教
师参与，尽情展示教师汉字书写的
风采。通过比赛，对教师自身基本
功的锤炼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孔迪

本报荣成 1 1月 1 3日讯
(朱长霞 王丹妮 ) 为了积
极开展健康教育宣传，增强
学生爱眼、护眼的自我保健
意识，掌握正确的眼保健操
方法，进一步做好预防近视
工作，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近 日 ，石 岛 实 验 小 学 举 行

“爱眼护眼，做好眼保健操”
比赛。

在比赛的过程中参赛学
生个个精神抖擞，端正地坐
在自己的座位上，随着悠扬
的眼保健操乐曲，认真而有
节奏的按揉穴位，大部分学
生基本能做到穴位准确，动

作整齐一致，反映出学生眼
保健操掌握的整体情况比较
好。最后通过对个人卫生、预
备姿势、做操穴位、手法、节
拍、力度、精神面貌等项目的
评比，评选出优胜班级。

通过本次比赛，同学们
认识到了眼保健操的重要

性，掌握了正确的眼保健操
姿势，以后各年级组还会利
用健康教育讲座、班会等宣
传保护眼睛的重要性和一
些预防近视的好方法，让孩
子们从小树立爱眼、护眼意
识，切实提高学生用眼卫生
的自觉性。

《《意意林林》》公公益益讲讲堂堂走走进进石石岛岛实实验验小小学学
本报荣成11月13日讯(毕

英健 王丹妮 ) 为了培养
同学们阅读写作的兴趣，学
会阅读，我手写我心，掌握写
作技巧，11月7日，《意林》公
益大讲堂走进石岛实验小
学，举行“阅写悦乐——— 让阅
读写作更快乐”专题讲座，
3——— 5年级共计2000作名学
生参加此次活动。

主讲人是《意林》编辑
的王强老师。首先由一帧中
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
得者莫言先生的图片，引发
对阅读力、写作力的探讨，

直言它将成为 2 1世纪的重
要 能 力 ，将 渗 透 到 各 个 领
域、各个行业。紧接着王老
师围绕着阅读——— 输入养
分，写作——— 输出成果两部
分进行详细讲解，下设六个
小标题，分别是“先练习有
话可说”“好文章是改出来
的”“按照什么标准改”“好
文章的标准是如何获得？”

“迅速提高阅读写作能力的
两个方法”’一篇优秀文章
的五大具体要求”，王老师
的讲解生动形象，语言幽默
诙谐，擅于运用对比、列举

等方法，让同学们思维更清
晰、理解更透彻。通过人物
本真照片与美颜后的图片
对照比较，让学生明了修改
的重要性，而通过如何做一
碗 方 便 面 ？王 老 师 抛 砖 引
玉、引发思考，让学生触类
旁通、举一反三，知晓一篇
好文章犹如一碗色、香、味
俱全的方便面，即在内容情
节、遣词造句、修辞方法方
面下功夫。整个讲座过程中
同 学 们 热 情 踊 跃 ，积 极 参
与，台上台下互动频繁，气
氛热烈欢快，同学们争相上

台讲述阅读经历，分享阅读
心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
家阅读兴趣浓厚，最后在一
片热烈掌声中，本次讲座划
上圆满的句号。

“最是书香能致远”，读
书使人渊博，写作让人精确，
通过本次讲座，同学们受益
匪浅，他们掌握阅读方法，了
解写作技巧，大家纷纷表示：
今后要多读书、勤写作，运用
王老师所传授的方法，指导
实践，不断提高阅读力和写
作力，做一个知识渊博、内
心丰富的阳光少年。

农农村村首首座座笼笼式式足足球球场场开开建建
本报荣成11月13日讯(赛

文洋 王大鹏) 在桃园街道
嘉和社区文体广场北侧的空
地上，一块铺设完好的水泥广
场取代了原来的荒地，工人们
正在抓紧时间铺设人工草坪，
在建的正是我市农村首座高
标准笼式足球场，也是荣成市

的第4座笼式足球场。该项目
是由桃园街道与市体育局联
合申报获批的30万元省级体
育惠民项目，也是桃园街道倾
力打造省级示范新型农村社
区的重拳一笔。

嘉和社区成立于2012年，
是桃园街道将河东、河东原

家、朋上、于家河四个村整体
搬迁合并建设的新型农村集
中居住社区。嘉和社区笼式足
球场项目于10月中旬正式开
工建设。目前，场地已完成硬
化工作，正在铺设人造草地，
下一步将在场地四周安装铁
丝栏网，配置足球门，规划用

地总面积达600平方米，预计
11月底前投入使用，建成后将
成为我市首座建在农村社区
的笼式足球场，与现有城市社
区3座笼式足球场一起，为更
多的村居民提供家门口的健
身场所，更好地满足市民的健
身需求。

我我也也要要做做非非遗遗小小达达人人
本本报报小小记记者者学学习习刻刻葫葫芦芦画画

本报荣成11月13
日讯 1 1日上午，本
报小记者来到鑫鑫大
厦跟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陈老师学习葫
芦画。

“葫芦”的谐音是
“福禄”，因此老百姓
一直把葫芦视为吉祥
物。“葫芦画是在葫芦
这一载体上进行艺术

创作，表达富贵平安、
延寿绵延、多子多福
等美好愿望。”葫芦比
较难上色，颜料需要
调得粘稠些。”陈老师
一边讲授画葫芦的技
巧，一边演示。

在了解葫芦画的
历史传承知识之后，
小 记 者 们 也 拿 起 画
笔，在葫芦上画了起

来。不少初次接触葫
芦画的小记者掌握不
好颜料和水的比例，
重画了好几遍，葫芦
也 跟 着 洗 了 好 几 遍

“澡”。看到小记者们
犯了难，陈老师手把
手地教起孩子们。没
过多久，葫芦们终于
穿 上 五 颜 六 色 的 外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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