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我是是小小模模范范，，我我是是小小能能手手
————特特教教学学校校开开展展““劳劳动动月月””系系列列活活动动

高尔基曾说：“热爱劳动
吧，没有一种力量能像劳动那
样使人 成 为 伟 大 和 聪 明 的
人。”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体验
劳动的快乐, 领悟“劳动者最
光荣”的真谛，乳山市特殊教
育学校在“五一”劳动节期间
正式启动了“争做小模范、小
能手劳动月”活动，通过创新

开展系列喜闻乐见的活动，培
养学生的劳动意识、提高劳动
技能。

大张旗鼓的宣传起到了
春风化雨、入心入脑的作用。
开学第一天各班级独出心裁、
突出班级特色紧锣密鼓地进
行部署动员，综合采用班会、
板报、学生手抄报等方式进行
宣传动员，起到了常态渲染、

立体渗透的效果。“劳动”不仅
成为德育教育的最强音，更成
为了学校最动听的音符。

常态化的“清洁美好家
园”活动有效起到了内化行
为、养成习惯的作用。学生除
了在校每天认真清扫、维护校
园和班级卫生之外，还要在周
末主动帮助父母清理家中的
卫生死角、做力所能及的家

务，以实际行动珍惜自己和他
人的劳动成果，逐渐养成良好
的劳动习惯。活动过程中，学
校将适时开展当家小能手的
评比表彰活动，在低年级组织
系鞋带、穿衣服、扣钮扣等项
目的自理能力比赛，在高年级
围绕“五月劳动畅想”组织捏
橡皮泥比赛，对富有童趣、新
意橡皮泥作品将进行展评。

“争做小模范、小能手劳
动月”活动是中华传统文化进
特校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在
于培养学生自理、自立、自强
的精神，教育学生从身边事做
起、从小事做起，练好本领、掌
握技能，用自己的劳动去创造
美好的生活，做一个对国家和
社会有用的人才。

(宋堃)

体能技能融合，锻造残疾孩子精彩人生

特教学校开展节能绿色环保宣传活动

特教教师——— 幸福而神圣的职业

近阶段，乳山特殊教育学校
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旨在促进学
生的体能发展和技能的提高。

4月27日下午，师生共同参与
进行跳圈比赛，教师的参与在很
大程度上带动了学生积极参与的
兴趣，让气氛活跃到了极致，学生
能力发挥到了最大限度，体能得
到了充分的锻炼，不仅如此，在比
赛中学生的团队意识增强，集体

荣誉感爆棚，这样的比赛看似简
单，实则意义深远。

4月16日和4月26日在学校的
餐厅以各班为单位进行了两次包
饺子的实践活动，在轻松愉悦的氛
围中，师生撸起袖子齐动手。学生
在教师的指导下分工合作，先突出
自己的强项，慢慢的从熟悉到熟
练，一个个形态各异的小饺子应运
而生，虽不精致但也别有一种情

致，对于每一个饺子的诞生，老师
都会露出惊艳的表情，竖起大拇指
点一个大大的赞，这让学生倍儿有
信心，干劲十足。这样的活动贴近
生活，在有所期待的过程中，技能
慢慢形成并在不断的提升。看着自
己亲手包的饺子下锅，吃到嘴里的
他们脸上写满着骄傲和满足，我想
这就是教育的意义所在吧。

(王晓华)

近日，为认真抓好学校、单位节
能降耗工作，培育和践行节约集约
循环利用的资源观，乳山特校围绕

“节能、环保、绿色发展”为宣教主
题，对全体师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通过国旗下讲话向全校师生
发出倡议：珍惜每一滴水、随手关
闭水龙头、节约每一度电、少用塑
料袋、少用一次性餐具等，让节能
减排进校园、进课堂，从自身做

起，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营造
人人讲节能、人人讲减排的良好
氛围。本次活动与学校德育工作
密切结合，政教处组织学生开展
绿色环保知识讲座，围绕活动主
题，各班学习宣讲观看节能减排
低碳绿色循环发展知识和专题
片，结合生活实际认识低碳生活，
以主题班会的方式向学生宣传如
何做到节能减排。同时，学校还开

展“小手携大手，家校齐努力”活
动，使全体家长们知道节能减排
的重要性，做到低碳出行，共同呵
护地球健康成长。

本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全
校师生节能低碳意识，培养节能
低碳习惯，对推动形成节约适
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
方式和消费模式奠定了基础。

(姜曰利)

作为一名特教学校的教
师，我们的幸福并不是别人所
想的班级的学生成绩第一，也
不是孩子们能考取很好的学
校，更不是孩子们将来有一番
惊天动地的大作为。而是我的
学生把我当成了妈妈，当成了
朋友；我所教的孩子们能汲取
知识的营养，增长智能才干，将

来能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对
社会有用的人。是的，因为学生
的残疾，给我们带来那么多教
育教学上的困难。在思维迟滞
简单的智力障碍孩子的世界
里，我们很不容易教会他们哪
怕最简单的常识.....是，正如水
手的幸福在于搏击风狼，教师
的幸福不就在于克服困难把学

生教好吗? 当我们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一名名残疾孩子叩
开知识殿堂的大门，体味到成
长的快乐时，我们，也感受到了
幸福。而特教教师这个特殊的
岗位，就给了我们一个播撒爱
和善的乐园，给了我们这样一
种满当当的幸福。

(于海芹)

感统训练开启了特校教育的崭新之路
“感统训练”的理论引入弱

智教育已有多年的历史，但由于
受教学条件的限制，乳山特校是
从去年开始，正式开设感统训练
课。这一课程自开设后，给乳山
特校的教育带来了崭新的面貌。

为了保证这一课程的顺利
实施，学校首先拨出大量经费置
办了感统训练器材：滑板车、平

衡态、大笼球、羊角球、单杠、滑
梯、蹦蹦床、滑板、独脚凳、阳光
隧道、脚踏车、海洋球池……然
后规定每个班级每周要去感统
室1——— 2次。

由于大多数感统器材都兼
备教育、娱乐、健身于一体，而且
颜色鲜艳，所以吸引孩子们的兴
趣，孩子们感觉像玩游戏一样，

一听说上感统课就兴奋异常，通
过多种器材的训练孩子们的前
庭、触觉、视觉、重力、平衡、专注
力以及身体协调等各方面能力
都得到了提高。感统训练课给特
校的弱智孩子带来了福音，带来
了希望，也给特校的教育开启了
一条崭新的改革之路。

(李玲英)

安全--我们永恒的旋律

为保障师生们的生命财产
安全，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各
种安全事故的发生，乳山市特殊
教育学校开展了“安全--我们永
恒的旋律”主题教育活动，加强
学校安全教育管理，狠抓校园安
全工作。

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主题
教育活动，教育学生珍爱生命、
远离危险。开展安全疏散演练，
让师生都能熟悉各类灾害预警
信号、逃生疏散路径、应急避险

知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减少
灾害损失。抓好食品安全，进一
步规范了食堂管理，确保食堂食
品卫生安全。强化问题隐患整
改，针对整改的问题，主要负责
人亲自督办，实行销号整改，确
保问题隐患及时整改到位。

乳山特校一直来都非常重
视安全教育，建立了1530模式：
每天放学前1分钟安全教育提
示；开学后第一节课和周末出校
进行5分钟的周安全教育和总

结；每逢节假日安排一次30分钟
的安全教育主题活动；每学期听
一次安全讲座，每月举行一次安
全疏散演练。

“安全是我们永恒的旋律，
要时刻铭记于心。我们将会一如
既往地把安全宣传教育持续延
伸到课堂、家庭、社会之中，切实
提高教职工、家长、学生的安全
意识，努力创建平安和谐的校园
环境。”政教主任李小明如是说。

(姜文信)

特色特教促学生全面发展
开展兴趣小组活动是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升
学校办学层次，培养学生
个 性 特 长 的 一 项 重 要 举
措。为继续推进素质教育
在我校的深入开展，给具
有不同潜质和兴趣爱好的
特殊学生搭建一个良好的
发展平台，?2018年市特教
学校将坚持务实有效的工
作原则和方法，结合学生
的身体条件和实际需求统
筹安排，开设舞蹈、手工、
家政、烹饪、书法等兴趣小
组课程，旨在通过系列的
学习、训练，促进特殊学生
的 身 体 机 能 得 到 协 调 发
展，缺陷有所补偿，身心健
康成长，以利于促进我校
素质教育的全面、有效地
实施。

为加强常规督促管理，
避免兴趣小组的随意性和
盲目性，学校将坚持“六

定”：一定活动课程，在全面
了解教师和学生兴趣、特长
的基础上，结合学校的实际
和特殊学生的实际需求，开
设兴趣小组课程；二定活动
目标，针对重点项目，学校
将在确实可行的情况下把
它作为评优和考核的重要
依据；三定活动时间，兴趣
小组活动列入教学计划，每
周保证四课时的固定活动
时间；四定活动内容，每个
兴趣小组活动必须严格按
照计划开展活动；五定上课
老师和协助老师；六定活动
地点，各活动小组到指定功
能室开展兴趣小组活动，确
保兴趣小组保质保量的开
展。

此次活动的开展极大
的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更
得到了家长的一致好评，为
学生就业奠定了基础。

(林晓宁)

脑瘫患儿享受私人订制

30名重度残障儿童有了私人教师

——— 乳山市特教学校送教上门活动显成效

“爷爷好，奶奶好，爷爷
奶奶爱宝宝，爱宝宝……”
12岁的琳琳(化名)正跟着送
教老师高兴地做着手指操
游戏。这个因脑瘫残疾，从
未上学的女孩和多病的姥
姥住在一起，因行动不便，
几乎没出过门，缺少玩伴的
她，每次送教老师到来的时
间，都会趴在窗口等待，看
到老师的身影，就会在楼上
高兴地大声呼喊：“老师，老
师！”送教老师通过手指操
和孩子交流，半年多过去
了，琳琳能自己拿勺子吃饭
了，说话也清楚多了。

比琳琳的状况好一点，
14岁的脑瘫儿童平平(化名)
在送教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康
复训练：认知排序、扣纽扣等
任务，平平都能在规定时间
里独立完成。看着孩子的表
现，孩子的母亲高女士高兴
地直摸眼泪。“一年前，平平
的生活还不能自理，多亏了
老师送来先进的康复经验。”

这样的送教活动在乳
山市已形成常态化。为切实
保障适龄重度残疾儿童享
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乳
山市特殊教育学校自2016
年下学期，开始尝试为9名
重度残障儿童开展送教上
门服务新模式。学校组织教
师利用节假日、星期天时间
深入学龄重度残疾儿童家
庭开展“送教上门”活动，为
重度残疾儿童送去特殊的
关爱和教育。2017年9月，学
校将“送教上门”工作正式
列入教学工作计划，成立

“送教上门”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了完善的实施方案，明
确每位教师送教上门的对
象，每月上门的次数及教学
内容。并要求，送教前每位
送教教师必须针对儿童残
障情况，制定好个性化教育
计划，准备好送教内容并认
真写好教案。送教中教师

“一对一”和残疾儿童及家
长真诚沟通、耐性交流，根
据儿童残疾情况，有针对性
的传授给学科知识，指导家
长进行家庭康复训练和心
理辅导。送教结束后，教师
要及时作好成效总结，积极
交流，及时调整教育方案，
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以教
师送教为中心，以家长参与
为主导，医疗技术指导为支
持的送教模式。发展到现
在，乳山特教学校共对三十
名学生实施送教上门服务，
每位老师负责二至三名学
生,最远的距离城区六十多
公里。虽然牺牲了自己的休
息时间，但老师们表示“让
每位残障孩子都拥有“私人
老师”，让他们最大可能的
健康成长。是我们特教人最
大的心愿！”

“送教上门”服务，受到
了重度残疾儿童家长的一
致好评，经过一年多的努
力，送教老师和孩子及家长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每个接
受送教的学生都取得了明
显的进步，家长的教育康复
理念也得到了转变。为部分
儿童融入社会提供了机会，
传递了公平正义、机会均等
的正能量。

(宋平)

乳山特校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

今年5月12日是“汶川大地
震”第十个纪念日和全国第十
个“防灾减灾日”，为了进一步
普及防震减灾知识，使广大师
生掌握正确的应急避震方法，
提高自救互救能力，乳山特校
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防灾减灾

宣传周活动，进行了地震应急
疏散演练活动，普及了广大师
生的防灾减灾知识，增强了师
生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综合减
灾能力。各班开展了以“掌握应
急避险知识，提高自救能力”为
主题的主题班会，使同学们进

一步认识到了提高自救能力，
珍爱生命，建设“平安校园”的
重要性。此次防灾减灾宣传周
的开展，在全校师生中形成积
极掌握避险知识，学会自我保
护的良好氛围。

(徐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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