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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王金明同志带领荣成市第二
十五中学区全体党员，开展了以“尊崇宪
法、维护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为主题
的集中学习活动。

本次新宪法学习，王金明同志向全体
党员介绍了宪法修改内容和意义，详细介
绍了宪法修正案的历程，讲解了宪法作为
母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基础作用，要求
全体党员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自觉做到学
习宪法常态化和长效化，达到明法而尊法，
知法能用法的效果，努力提高自身法律素
养。随后由唐明伟同志领学了修订后的新
宪法全文。

此次学习活动，提高了党员的法律意
识，提高了党员的法制观念，大家纷纷表示
本次学习收获很多，今后一定以宪法为根
本活动准则，绝不触犯法律法规。

(原宗红)
荣成市第二十五中学

按照市委的扫黑除恶以及加强文明
创建整体工作部署，荣成市第二实验小学
立即行动起来，利用电子屏、临道围栏、校
门口等显要位置悬挂横幅、宣传标语等形
式加强宣传，营造出良好、浓厚的宣传氛
围。

结合扫黑除恶、远离赌博、防范网络诈
骗等主题，组织师生开展了“扫黑除恶，文
明争先”手抄报、广播(播放防骗MP3)、倡议
书、全体师生宣誓、国旗下的讲话等多种形
式的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师生安全防范意
识。

(王慧敏)
荣成市第二实验小学

为了确保校园的和谐稳定，真正将
“双提”工程落到实处。近日，荣成市第二
实验小学充分调动全方位积极性，启动安
全联动机制，认真排查隐患，加强安全教
育，向全校师生郑重发出了“关爱生命、关
注安全”的安全整治倡议活动。

一是安全教育机制。很多安全事故，都
是思想认识不到位，安全意识淡薄所致。为
此，安全整治首先要从思想教育开始。

二是安全引导机制。懂得了安全知识，
有了安全意识，但缺乏实践，临场难免失
效。因此，学校通过开展自救模拟演练等活
动，保证了安全教育在关键时刻收到实效。

(王慧敏 孔玲)
荣成市第二实验小学

““第第一一次次做做馅馅饼饼，，留留着着献献给给妈妈妈妈””
本报威海4月25日讯(记者 冯琳 通讯员 姜宁宁) 22日，本报组织黄岚小学30余位小记者走进神龟馅

饼海滨路店当了一回面点师，学做馅饼。从揉面、摊饼到包馅、烘焙出锅，大部分小记者尝到这辈子第一次做
饭的滋味。

手捧着香喷喷的馅饼，他们舍不得吃，纷纷表示要将第一份劳动成果献给妈妈尝一尝。

把爱包进心里—学做馅饼

4月22日，我们齐鲁晚
报的小记者们乘坐着班车
来到了威海市区，到神龟学
做馅饼。

一提到馅饼，我们的肚
子顿时咕咕作响，口水止不
住的向外流。毕竟做完之后
是给我们吃的嘛！我们心中
抑制不住的欣喜。

然后我们开始大展身
手了，首先洗手，洗完后十
指沾油，将手心涂得十分光
滑，使面不能粘在手上。取
一块拳头大小的面(注意，
是已经醒好的面)，然后揉
成面团。第三步将面团拍成
面饼，不能太厚，也不能太
薄。然后取馅。挖一勺馅，放
在已经拍好的面饼上。提起
一角，向中间提。包好后是
一个包子形状。把它放在手
心反过来，轻轻拍一下，放
入电饼铛煎熟出锅。我们都
是第一次做馅饼，笨手笨脚
地经常把面弄到脸上和身
上，有的小伙伴还把馅都包
洒了，慌慌张张的手忙脚
乱。

馅饼在我们的努力下
出锅啦，当我正准备咬了一
口，品尝我的美味成果时。
我突然想起来我的家人还
没有尝一尝我做的馅饼呢，
于是我就想和老师要了一
个袋子装起来，做一次馅饼
就有这么多的步骤，更何况
是一天三顿的美味佳肴，想
想妈妈每天不仅要在工作
中兢兢业业，还要照顾我
们，感激的泪水便在我眼中
团团转，所以我下定决心一
定让妈妈也尝尝我的手艺，
我也能用自己的双手做妈
妈的得力小助手。

这一次小记者活动让
我收获满满。不仅知道了怎
样做馅饼，还体会到了做馅
饼的乐趣，更让我明白了，
一个普普通通的馅饼凝聚
了妈妈多少的辛劳付出，包
含了妈妈温暖无尽的爱意。
妈妈，以后的岁月里，我希
望把我的爱包进馅饼里，陪
您慢慢变老！ (四年一班

王衣韦 指导老师 刘
晓燕)

包馅饼的乐趣

这个周日，我们齐鲁晚
报小记者要活动了，早晨，
我迫不及待地来到学校。

经过旅途奔波，老师带
着我们走进神龟馅饼，我才

知道，这次的活动是包馅
饼。

一位阿姨负责教我们，
所需要的面、面板、擀面杖
等做馅饼的东西已经准备
好了。

洗干净手，开始做馅饼
了。阿姨告诉我们：“首先，
要把面分为一个个的小团，
每一个小团都要用擀面杖
擀成厚薄均匀的面皮；然
后，挑一些馅放在一张面皮
上，像妈妈包包子一样，把
两边的面皮捏起来，轻轻压
平，一个馅饼就做成了。”听
了阿姨的话，我想，做馅饼
也很简单呀！于是我开始一
步一步地按着步骤做了，可
是做馅饼不像我想的那么
简单，肉馅放得太多了，面
皮的边捏不住，漏馅了。我
很是灰心，老师鼓励我说：

“别失望，刚开始做，就是这
样，只要坚持，总会成功，失
败是成功之母嘛！”终于，我
第二个馅饼比第一个做的
好，我很高兴。

阿姨帮我们把做好的
馅饼放进烤炉里，过了几分
钟，新鲜的馅饼出炉了，闻
着味道就让人流口水，大家
吃得可香了。

这次活动，学会了包馅
饼，我决定呀，回家包给妈
妈吃，管教她大吃一惊，对
我刮目相看！

(三年级 毕建烨 指
导教师：姜雪燕)

好吃的馅饼做起来

“这个周末有小记者活
动！”，听到这个消息后，我
高兴得一蹦老高。周天，爸
爸送我到学校坐车的时候，
天已经下起了小雨，却丝毫
没有影响我参加活动的心
情，来到学校，看到我的伙
伴们也都到了，我们的心情
更加高兴。

等校车的时候，我们度
日如年，一次次看班车来了
没有，好不容易，校车来了，
我们迫不及待地上了车，整
个心思早就飞走了。

终于到了目的地———
神龟馅饼，阿姨们热情地招
呼我们坐下，开始了今天的
主打项目——— 做馅饼。闻着
提前准备好的葱头猪肉馅，
我馋得直流口水，等看清楚
阿姨的示范后，我大显身手
的时候就到了，我像模像样
的把自己的双手沾满油，
(据说这么做为了让手上不
容易粘上面)，拿起一块面，
哎呀！面怎么和平常看见的

不一样呀！怎么这么软呢？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
它摊开，放了一勺子肉馅，
想把它合上摊平，可是，面
好像偏偏和我作对，我想做
成圆的，它偏偏变成了方的
和长的，我想放下，它却粘
在我的手上，哎，我都有点
泄气了，再看看我的伙伴
们，一个个也在和面团进行
殊死搏斗，有的面团粘在手
上拿不下来，有的馅饼的肚
子爆了，有的满脸弄成了小
花猫…哈哈哈，太好笑了。

在阿姨的帮助下，我又
练习做了几个，终于做的有
模有样了，看着自己亲手做
出来的馅饼，虽然形态各
异，但是心里却美滋滋的。
叔叔们把我们的作品拿到
了厨房里做熟了，吃着自己
亲手做的馅饼，我觉得格外
的香。我心里特别期望下次
的记者活动。

(四年级二班 冯浩男
指导教师: 初新敏)

自己做的馅饼最香

我叫张东辉，是齐鲁晚
报的一名小记者，这个周末
我和许多小伙伴一起去神
龟馅饼学习制作馅饼，在欢
声笑语当中我们很快到达
了目的地。

在店长的带领下,我们
进入厨房,像模像样地做了
回包饼师,学习从和面调馅
到成型的整个馅饼制作过
程。老师跟我们说馅饼其实
是非常好做，没有你们想象
那么难，老师很认真的给我
们讲解制作步骤，首先，我
们要在手上摸上油这样不
容易把面粘在手上，第2步；
拿出和你的拳头一样大的
面，第3步；把你的面捏两下
按一下他必须是圆的，第4
步；在面里加上你爱吃的
陷，第5步；捏住一个角把它
给包住，不能漏出陷。一个
完美的馅饼就制作完成了，
看着一个有模有样的馅饼
就这么制作成功了，我和小
伙伴们都高兴极了。

品尝着自己亲手做的
馅饼,自己仿佛成了一名真
正的“大厨师”。今天的活动,
让我吃上了世界上最好吃
的馅饼,也使我明白了一个
道理:无论做什么事,只要认
真学习就能成功。今天我一
定要把自己做的馅饼带回
家和朋友还有爸爸妈妈一
起来分享。

(四年二班 张东辉
指导教师：董海燕)

巧手做馅饼 爱意在心间

这次的小记者活动是
制作馅饼。神龟馅饼是怎样
做的呢？我心里充满着期待
与好奇。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长
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馅
饼店，一进店内，肉香扑鼻
而来，做馅饼的材料已经备
好，只等我们动手来做。

第一步，先把手用油
擦滑，再拿起一个和我拳
头差不多大的面团。第二
步，把面团用手指轻轻压
扁，再把面揉成圆形。第三
步，把一大勺肉馅放入面
中，最后，揪起面的一边，
像包小圆包一样封口，再
把它压扁。很快 ,一个香喷
喷的神龟馅饼就新鲜出炉
啦！

看着人生第一个亲手
做得馅饼,我十分开心,想和
妈妈一起品尝，因为妈妈总
是把最好的留给我，我也要
和妈妈一起分享这份爱。今
天真难忘，巧手做馅饼 爱
意在心间！

(四年一班 曲润程
指导教师:朱柳欣)

小记者之旅

星期天，老师让小记者
去学校集合，我们心情激动
地像一个猎人刚捕到一只
狼一样兴奋。在班车上，我
们有说有笑，就像一群逃出
笼子的鸟一样。

接近十点，我们来到了
神龟馅饼，我们在那里学习
做好吃的馅饼。第一步，先
洗手，然后把一只手在油盘
里沾一些油，用两只手搓；
第二步，从面盆里抓一把和
拳头一样大的面团；第三
步，把从面盆里取出的面揉
成一个圆形并压扁；第四
步，把馅料不多不少的放在
面皮中央；第五步，从面皮
四周揪起一角向上提，再依
次向中间聚拢，最后把它轻
轻压扁，一个馅饼就完成
了。

吃着自己做的食物，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
吃了一小半，剩下的一大
半留给了妈妈。因为她工
作太幸苦，我以后要天天
给她做。

这次旅行，我不但收获
了快乐的心情，还收获了金
钱也买不到的智慧。

(四年一班：曲梦 指导
教师：徐威龙)

“民营企业招聘周”

1500多人达成就业意向

本报威海4月25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邢伊爽) 4月16日至4月22日，威
海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组织以“精准
服务促就业、汇聚人才助发展”为主题的

“2018年威海市民营企业招聘周”。
期间，全市共举办招聘活动9场，442家

用人单位进场，提供就业岗位7877个(次)，
9000多人(次)入场，1500多名求职者与用
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

此次活动以2018届高校毕业生为重
点，同时面向去产能企业分流职工、农村进
城务工人员、建档立卡贫困人员等，入场企
业主要为威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尤其
是“新特优”企业。

速读

尸源协查通告

2月26日，我局民警在环翠区羊亭
镇于家夼村的村碑北100米路东侧，发
现一具男性未知名尸体。该尸体基本
情况如下：60岁左右，身高约1 . 68米，
中等体型，短发，上身穿黑色外套，下
身穿灰色裤子。

4月20日，我局民警在环翠区羊亭
镇羊亭村一民房处，发现一具男性未
知名尸体。该尸体基本情况如下：30岁
左右，身高1 . 70米，中等体型，短发；上
身穿灰色卫衣、藏蓝色外套，下身穿黑
色牛仔裤；右手手臂处纹有“免”字，左
手手背处纹有“凶”字。

请知情者联系我局治安大队，电
话：5853180。

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
201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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