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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育育局局““备备战战””高高考考工工作作会会议议召召开开
本报荣成6月4日讯 (张

文静 ) 5月30日下午，荣成
市教育局在一楼会议室召
开 2 0 1 8年高考 (荣成考区 )
考务工作会议。3 1日下午，
市政府副市长王继静视察
第三中学和实验中学两处
高考考点，详细了解考点
备考情况。市教育局、公安
局、食药监局、建设局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陪同。

市政府副市长王继静
听取了学校负责人关于考
点考务工作的汇报，实地
查看了考区保密室和考区

总指挥中心、考点各功能
室、考点试卷保管室、试卷
装订室、考点听力播放室、
监控室等情况，并询问了
相关考务工作准备情况和
应急措施。

王继静指出，高考事关
千家万户，寄托百姓期望，
社会关注度高，我们要高度
重视、恪尽职守，同时要克
服麻痹侥幸心理，对工作要
高度负责，相关部门要加强
现场指导，要明确工作目
标，切实保障好高考各项工
作，做到让考生顺利、平安、

舒心地参加高考。
市 教 育 局 负 责 人 强

调，做好我市 2 0 1 8 年高考
考务工作，要严格落实好

“责任到人、到岗”和“建立
快速应急反应机制”两大
措施，要从“每个层次都明
白自己的岗位职责，每个
层次都清楚履行职责需要
做好哪方面的工作”入手，
强化明细责任；要从“考虑
问题周全、坚决杜绝集体
性过错、保持应急状态、善
于发现问题、强化大局意
识、坚决防止多道防线同

时失效、不遮不掩问题和
加强部门联动”等八个方
面，强调高考应急纠错机
制反应要灵敏；要从严格
落实好“挑选过硬考务人
员”和“做好听力考试的保
障 ”两 大 方 面 ，扎 实 做 好

“一切服务于高考”的各项
保障工作，确保优质圆满
做好高考考务工作。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总结了我市 2 0 1 7年的考务
工作，市招生办负责人对
2 0 1 8年高考考务工作进行
了详细部署。

速读
5月29日，2018年“互联网+教师专

业发展”工程培训会议在我市蜊江小
学举行。全市学校分管领导、工作坊
主持人共计230多人参加了此次培
训。会上，市项目办对2018年“互联网
+教师专业发展”工程进行了解读，对
我市如何做好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部
署，对每个时间节点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制定了对学校、工作坊主持人的
考核方案。

张文静
5月26日至27日，“全国中小学管

理者综合素养提升专题研修班”在我
市举行。市教育局组织全市各中小学
分管教育教学管理的中层干部210人
参加了此次培训活动。

张文静
近日，市第三十七中学组织第二

期“与爱同行，情系外工子女”志愿服
务活动。活动提升了孩子们在文学、
艺术、科技、体育等各方面的综合素
养，让孩子在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中
学会适应、合作、交往等能力，学校真
正成了学生快乐成长的乐园。

肖金早
5月27日，崂山街道社会妈妈爱

心捐助在市第二十一中学举行，26名
贫困学子得到捐助。受救助的学生纷
纷表示，一定努力学习，孝顺父母，回
报社会，绝不辜负社会妈妈们的爱心
与期望。

鲁秋芳
6月1日，滕家镇达因希望小学携

手 “达因药业”举行庆六一嘉年华
活动，孩子们自信而从容表演充分展
示了红领巾风采！“达因药业”向学校
赠送了“文房四宝”，并与书法爱好者
和同学们开展了书法联谊，一起交流
创作经验，切磋书法技艺。

于忠强 肖红清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工

作，保证学生生命安全，提高师生的
防溺水安全意识，有效防范溺水事故
的发生，六月一日，市府新小学加强
防溺水工作力度，组织全体师生观看
2018防溺水教育专题片。

袁田甜
5月28日，市石岛实验小学邀请

爱自然生命力体系家庭教育宣讲师
冯丽娟老师为家长们做《用智慧陪伴
孩子成长》的专题讲座。此次活动，使
家长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合作
教育的用心，此次活动为今后的教
育、教学明确了方向，也对学校各项
工作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孙军伟 李琴琴
近日，市实验中学从优化教学环

境出发，开展“我的教室我的家”温馨
教室创建活动。各班从“生活”“学习”
和“心灵”三个方面设计温馨教室，让
生活在其中的学生感受到一种亲切、
温情、愉悦的氛围，以更积极乐观的
态度参与学校生活。

夏永芹
近日，市第二十一中学开展“十

佳朗读者”评选活动，学生朗诵经典
课文、必读书目，背诵指定诗词和名
篇，回答相关名著知识，经过初赛、复
赛、决赛的层层选拔，最终评选出了

“十佳读书少年”。此次大阅读活动的
开展，极大地提高了师生的阅读积极
性。

张宗芹

荣荣成成学学生生获获全全国国无无人人机机大大赛赛冠冠军军
本报荣成6月4日讯(张文

静) 5月26-27日，“2018全国
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在上海
大学宝山校区举行。本次大
赛由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活
动中心和空军招飞局指导，
中国航空学会主办，是青少
年教育无人机领域的第二届
全国赛事。共有来自全国14

个省市的90支代表队参赛。
荣成市派出府新小学代

表队和蜊江中学代表队共10

名优秀学生选手参加比赛。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荣成
市府新小学蝉联小学F100组
别的团体冠军，5名选手全部
获得一等奖。荣成市蜊江中
学获得接力赛团体一等奖
(亚军 )，F200组别团体三等
奖，优秀组织奖，三名同学获
得个人赛一等奖。

无人机比赛主要考核学
生的无人机组装能力、无人
机操作水平、团队合作意识

等、手脑协调能力和快速应
变能力等，比赛过程对培养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亦有很大帮助。从
未来智能化社会发展来看，
全面推行创新型综合教学方
式是培养优秀创新型科技人
才和航空人才的必由之路，
也是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战
略方式。无人机比赛搭建了
一个能够激发青少年天赋和
技巧的最佳舞台。

自2002年起，荣成市推广
校园航模活动。经过16年的
发展，目前全市中小学已经
全面普及了手掷直线飞机、
橡皮筋动力飞机等初级航模
项目，部分学校还开展了四
轴飞行器社团活动。荣成市
高度重视无人机教育活动，
今年，市财政统一购买了1000

架无人机，在全市中小学普
及无人机航模社团活动，参
加的学校由17所增加到45所。

家家校校携携手手助助力力学学生生成成长长
本报荣成6月4日讯 (张

文静 ) 5月26日，市教育局
在新世纪广场开展“家校携
手，助力成长”心理健康暨
家庭教育广场咨询活动。

此次活动以“家校携手，
助力成长”为主题，依据不同
学段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在
全市范围内组织了14名具有

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教师
志愿者为幼教、小学、初中、
高中的家长和孩子提供咨询
与帮助。

活动中，志愿教师与
来访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
流，针对家长在亲子沟通、
家庭教育等方面提出的问
题进行逐一解答，帮助家

长更新教育理念、掌握亲
子沟通的有效方式方法；
解开孩子在学习、生活方
面存在的困惑，帮助孩子
掌握情绪管理、人际交往
的技能技巧。

市教育局将通过建立
健全常态化的心理教育整
合与渗透机制，全面提升

学 生 群 体 的 心 理 健 康 指
数，全力推动我市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实效、有序开
展。引领家庭、社会共同关
注 未 成 年 人 心 理 健 康 状
况，搭建学校、家庭、社会
之间沟通的桥梁，构建学
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
的良好育人环境。

善行
6月4日，荣成市世纪小学的孩子们脸上

洋溢着欢乐的笑容，手持善行储蓄存折高高
兴兴地来到善行超市，用善行币兑换自己心
仪的奖品。

这一评价充分体现了学校教育善得教育
办学特色，它是用善行银行储蓄的方式对学
生品行进行量化动态管理的一个新举措，意
在引导学生把自己善在学校、善在社会、善在
家庭的优秀道德兑换成一定的道德积分，存
入自己的“善行存折”中，每学期末进行一次

“结算”，学生根据自己一学期存折上的积分
去“善行超市”兑换相应的奖品。

王本芝 房丽丽 摄

建建设设书书香香社社会会，，让让阅阅读读成成为为习习惯惯
蜊蜊江江小小学学举举办办““书书香香荣荣成成 全全民民阅阅读读””活活动动

本报荣成6月4日讯(曲婉瑜)
为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广泛开
展，建设书香荣成，日前，市蜊江
小学携手齐鲁晚报、书韵飘香志
愿服务团协会，举办了荣成市蜊
江小学第三届戏剧节“展双提精
神 演戏剧风采”暨“书香荣成全
民阅读”读书朗诵比赛活动。

朗诵比赛在一首豪情壮志的
诗朗诵《读中国》中拉开帷幕。整
个比赛过程内容精彩，形式灵活，
题材多样，有个人朗诵，也有集体
展示，选手们有的配上优美的音
乐，有的加入一定的表演形式，风

格或豪放，或婉约，或慷慨激昂，
或深情款款。

一年级的戏剧表演《皇帝的
新装》，声情并茂的教会学生不要
做虚伪的人；荣获中小学文艺汇
演一等奖的经典之作《勤学》，展
现了中华古韵的荡气回肠和莘莘
学子奋发图强报效祖国的壮志雄
心。引起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由
一年级二班、三班和五班同学表
演的《小蝌蚪找妈妈》，用俏皮的
童话故事给同学们讲述了生物繁
衍的秘密。不懂事物发展的自然
规律，还喜欢自作聪明，结果弄巧

成拙，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懂得欣
赏大千世界的美好就只知道活在
自己的象牙塔中，逐渐变成眼界
狭窄或学识肤浅的人。二年级的
同学从他们的角度演绎了经典的
成语故事《拔苗助长》和《坐井观
天》

此次“书香荣成全民阅读”朗
诵比赛活动，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提高了
全体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
化素质，还促进了师生共读、家校
共读的书香校园建设，让全民阅
读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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