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学习习““十十八八般般武武艺艺””
锻锻炼炼多多种种能能力力
本本报报小小记记者者培培训训开开始始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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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进课堂 齐力促成长
本报威海1月8日讯 (通讯

员 刘雅楠) 为了更好地拉
近学校与家庭的距离，有效
地利用家长资源，开阔学生
的眼界，拓宽学生的思维，明

珠小学举行“家长进课堂“活
动，旨在请“家长老师”利用
他们职业的特殊性，组织孩
子们进行一系列生动、有趣
的教育活动。

多彩社团活动 绽放艺术光彩

本报威海1月8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张颖)

近日，在孙家疃小学的社团
展示日上，各个社团的学生
们大秀才艺，展示了他们亲
手完成的精彩作品。

一张张再简单不过的红
纸，在学生们巧妙的构思和
巧手下，仿佛有了生命。不仅
有可爱的小动物，有的学生
还剪出了“2018 狗年大吉”
的字样，非常有节日的寓意。

挥毫泼墨、潇洒泼墨，在
书法社团的教室里，学生们
正屏气凝神，一笔一划地书
写毛笔字。“这学期，我参加

了书法社，这不仅让自己有
了一个展示爱好与技能的广
阔舞台，同时也锻炼了自己
的个人能力，我现在字写的
越来越好看了。”参加书法社
团的学生张荻庚说。

社团负责人于丽表示，
每一学期，学校会根据不同
社团的报名人数，配备专门
的活动场所，并配备专业教
师进行辅导。社团活动采取
师生自主选择方式，既适应
新课改的需求，发挥了教师
特长优势，又让学生在活动
中增长了知识技能，培养了
兴趣特长，促进了全面发展。

保温餐盒 暖心暖胃

本报威海1月8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孙丹)

为进一步加强食堂管理，切实
保障学生冬季饮食健康，长峰
小学采取多项举措，完善食堂
管理体制，提高饭菜质量。

为了让学生吃上热腾腾
的饭菜，学校食堂统一配置了
全新的保温餐盒，将出锅后的
饭菜在第一时间送进保温餐
盒，同时配备间还专门增设了
保温箱，锁住“热气腾腾”。

绿色出行 他们在行动
本报威海1月8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刘静)
为提高全体师生的环保意识，
近日，新都小学举行“小手拉
大手”绿色出行活动，全体师
生和部分家长参与了本次活
动。

本着“低碳生活”的原则，
通过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
的形式，新都小学的很多家庭

采取骑车、步行、坐公交等方
式出行。另外，新都小学的少
先队员们还通过主题班队会，
积极设计活动方案，采取张贴
手抄报、集体步行的方式，做
好宣传保护环境的每一个细
节。

本次“小手拉大手”绿色
出行活动，提高了公众对“低
碳生活”的认识和关注。

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走进威海七中

本报威海1月8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林霖

张梦雨) 为掌握中学生口腔
健康流行状况，响应第四次全
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
号召，环翠区疾控中心、威海
口腔医院和威海卫人民医院
的医生和工作人员来到威海
七中展开口腔健康流行病学
调查。

医生们细致地为学生们
进行了口腔问题排查，对存在
口腔疾病的孩子耐心进行口
腔健康指导，并积极与学校负
责人沟通，希望学校加强学生

口腔健康教育，提升学生口腔
健康水平。

“刷牙可以有效保护牙齿
健康，这里我想推荐一种国际
流行的刷牙发法—巴氏刷牙
法。即刷牙时，按牙龈—牙交
界区，使刷毛一部分进入龈
沟，一部分铺于龈缘上，并尽
可能伸入邻间隙内，用轻柔的
压力，使刷毛在原位作前后方
向短距离的水平颤动10次。颤
动时牙刷移动仅约1mm，每次
刷2—3个牙。在将牙刷移到下
一组牙时，注意重叠放置。”口
腔医生这样建议道。

小手扮公交 爱心暖人心
本报威海1月8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姚莉静)
近日，鲸园小学五年五班的

孩子们来到实验中学公交站
点，把自己动手做的椅垫系在
公交车座椅上，为乘车的人们
带来了温暖。

孩子们看到在严寒的冬
天乘坐公交车的人们，坐在冰
凉的座椅上有些不适，就萌生
了为公交车做坐垫的想法。元

旦放假期间，孩子们提前量好
了座椅的尺寸，在家利用旧衣
服、床单等，在家长的协助下，
动手缝制椅垫。虽然椅垫略显
稚嫩，但是一针一线都浸透了
孩子们的爱心。看着充满暖意
的公交车，听到乘客们的赞扬
声，孩子们也体会到了“人人
为我，我为人人”的温暖，为文
明威海也贡献出自己的一份
微薄力量而感到高兴。

开展安全检查强化校园安保

本报威海1月8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鲍晓燕)
近日，由西苑派出所的民警

和其他学校的校领导组成的
检查组走进蒿泊小学，进行了
安保工作检查。

检查组对校园监控系统、
周界报警系统、来客查验登记、
消防器材、安保器械配备等方
面进行检查，并抽测了两名值

班保安对安保器材、视频监控
回放等实际操作状况。保安队
长向检查组领导介绍了学校护
校队、防爆队、值日教师、党员
志愿者等人配备情况。

本次安保检查为全力打
造平安、文明校园，警民合作
共同做好校园安保服务工作，
建立社区安全文明提供了保
障。

青岛路小学获评“食安”示范单位
本报威海 1月 8日讯 (记

者 陈 乃 彰 通 讯 员 陈
春 阳 ) 近 日 ，山 东 省 食 品
安 全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公 布 了

“食安山东”餐饮示范单位
名单，青岛路小学食堂榜上
有名。

据悉，青岛路小学严把
食品安全关，平日检查与随
机抽查相结合，严控采购管
理、留样抽检，突出安全、卫
生、健康、营养。各个岗位都
有相应规章制度、严格按照
规章制度执行。

本报威海1月8日讯(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一张报纸是
怎样诞生的？小记者的定义是
什么？小记者平时该如何锻炼
自己的观察能力和写作能力？1
月6日、7日上午，小记者们翘首
以盼的培训活动在高区第二小
学报告厅举行。培训过程中，小
记者们热情高涨，互动不断，既
增长了见识，又学到了知识。

培训活动在早上九点开
始，但为了能快点学到知识，很
多小记者和家长提前半个小时
就来到了报告厅做准备。“别说
孩子了，我们做家长的也很想
知道，一张报纸是怎样诞生的，
平常没有机会了解。”6日上午，
培训活动开始前，一位家长说。

很快，培训活动开始了，制
作精良内容丰富的PPT一下子
就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大家
仔细聆听着齐鲁晚报的历史、
一张报纸的诞生的流程。

原来，一张张报纸后面原
来凝聚着那么多叔叔阿姨的心
血，白天和晚上经历了记者、编
辑老师们的四处采访、绞尽脑
汁，午夜时分又伴着印刷的机
器声悄然诞生，清晨又夹杂着
邮递员奔波的汗水，最终到达
千家万户。

了解了这些之后，关于的
记者的知识又呈现在了大家的
眼前，小记者的定义是什么呢？
听到这里，孩子们纷纷用笔在
本子上记录，对于接下来他们
的新身份，充满了好奇。记者阿
姨随后告诉大家，小记者并不
是一种固定的职业，由于小记
者都是学生，因此小记者是利

用课外业余时间从事实践活
动，从而锻炼自己能力的学生
记者。

那么，小记者要锻炼什么
能力呢？观察能力、分析能力、
写作能力、社交能力。

听到这些，小记者们一下
子脑洞打开，跃跃欲试的准备
投入到接下来的活动中。

看到大家的热情劲儿，随
后，一系列的活动场地也展现
在大家的面前，这些都是记者
叔叔阿姨多方联系后选择的最
适合小记者参观的场所，一下
子就抓住了孩子的心。

小记者将有机会参观酱油
生产线、参观威海市中心血站、
参观警犬基地、参观奶牛场、参
观人防基地、参观可口可乐公
司、变身“小牙医”“小法官”“气
象小主播”等等。

在了解了这么多知识后，
齐鲁晚报的老师对小记者们进
行了观察、写作方面的培训。

老师以警犬基地和天鹅湖
为例，将观察五宝“眼看、耳听、
鼻闻、嘴尝、手摸”这五个宝贝，
运用到不同的场景、场地、场合
里，并配有相关的文字，帮助大
家思考，进行写作。

为了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
性，其中，在天鹅湖的环节里，还
让小记者们体验了一把小老师，
让家长们根据观察五宝写出一
篇文章，然后给家长们打分。

随后，现场选取了5名小记
者上台，进行朗诵，一下子调动
了场上的气氛。

活动最后，根据所学习到
的内容，小记者们也领取了自
己的寒假作业，那就是在即将
到来的寒假里，运用观察五宝，
写一篇关于“过年见闻”为主题
的作文。

有了之前学习的铺垫，小
记者们都准备着春节期间，运
用各种能力，写出一篇优秀的
作文呢！

文化艺术节
近期，威海九中举行第九届校园文化艺术节系

列活动。此次艺术节活动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共分
为音乐和美术两个专场。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汤媛媛 摄影报道

实验“比武”
日前，古寨中学举行第九届生物实验技能

大赛。比赛中，学生们抽签选择考试内容，规范
制作装片，熟练操作显微镜，并在视野中清晰观
察到物像。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庆元旦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全体教师欢聚一堂，举行庆

元旦教师联欢会。晚会上，舞蹈、歌曲、朗诵、相声等
节目精彩纷呈，欢乐无限。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强身健体
为丰富教职工生活，促进教师身体健康，

近日，塔山中学邀请太极名师杨振宇到校为全
体教师教授“八段锦”。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李新家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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