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 6 . 14 星期四

深 度 决 定 高 度 新 闻 影 响 生 活

B04

编辑：姬生辉 组版：曾彦红 校对：周伟佳

难难忘忘母母校校时时光光，，迈迈向向精精彩彩未未来来
济宁市第十三中学为2018届毕业生举办离别课程

毕业典礼上，学生代表为班主任献花。 本报见习记者 杨远志 摄

本报济宁6月13日讯(记者
姬生辉 周伟佳 通讯员 刘
镇 杨恒奇) 6月8日，济宁第
十五中学西校区2018届初四年
级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全体毕业
生和老师们齐聚校园，共话离别
之情。下午4点，毕业典礼在庄严
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周喆直校
长宣布“2018年初四毕业典礼正
式开始”。

仪式中，毕业生代表伴随
着《感恩的心》，带领全体毕业

生用手语向毕业班的老师们表
达深深的谢意，感谢老师们四
年来的朝夕陪伴，谆谆教导、辛
苦付出；束束鲜花，献给老师，
表达孩子们真挚的情谊。“来为
求知，去为栋梁”、“今天我以十
五中为荣，明天十五中将以我
为骄傲”……初四学生代表还
在母校的校旗上签名，留下他
们成长的足迹。

毕业班教师代表纪文丽嘱
托同学们放心去飞，老师们坚信

同学们明天的天空会更加广阔。
周校长在临别寄语中说：“希望
同学们懂得感恩，感恩父母，为
培养自己付出全部心血；感恩老
师，四年来的辛勤付出；感恩母
校，不忘母校培育，努力学习，奉
献社会。”

最后，毕业班的老师们列队
欢送毕业班的学子们走过彩虹
门，走出校门。据悉，济宁十五中
南校区、东校区也于同日为初四
毕业生举行了毕业典礼。

本报济宁6月13日讯(记者
姬生辉 周伟佳 通讯员

闫睿 李彦 张晓雨) 6月5
日，“一带一路”环保行美术、书
法、摄影作品济宁展开幕式暨
生态环境工程学院揭牌仪式在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隆重开幕。

“一带一路”环保行美术、书法、
摄影作品展是由中国文学艺术
基金、中国五老公益工程组委
会、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华志愿
者协会联合主办的环保公益活
动，展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建
设思想为指导，突出绿色发展，

美丽中国的主题，此前已在全
国多地巡展。

作为此次巡展济宁展的
承办方，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本
身就是济宁市节能环保的标
杆单位，连续多年受到各级表
彰。学院率先开设光伏相关专
业和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在
推动区域新能源产业发展方
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近年来，山东理工职业学
院着力打造低碳、生态、新能
源、新信息、光电一体化和光
热建筑一体化示范大学校园，

突出节能理念，营造良好的育人环
境，节能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服务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对接省、
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山东理
工职业学院积极优化专业布局，在
原有化工新材料工程学院和环保
节能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生态环
境工程学院，开设环境工程技术等
专业，为区域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人
才支撑，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推动区域内生态环境建设的产学
研发展。

葛校园快讯

济宁八中

为毕业学子举行毕业典礼

本报济宁6月13日讯
(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付吉峰 史铮铮 ) 6
月8日，济宁八中隆重举
行2018届学生毕业典礼，
学校领导、毕业班任课教
师和全体毕业生一起见
证这一值得铭记的时刻。

过去的四年，是拼搏
的四年，也是奋斗的四
年。四年来，同学们在老
师的精心培育下，茁壮成
长，每一位同学都像一枚

含苞待放的花蕾，慢慢绽
放自己的青春。孩子们以
花寄情，表达对老师四年
来辛勤教诲的感激，毕业
生代表们还在校旗上签
名留念。仪式上，济宁八
中校长孙振和全体任课
老师对孩子们提出殷切
期望。校歌声响起，学子
们与老师们依依惜别。告
别母校，孩子们有对过往
的不舍，更有对未来的憧
憬。

济宁市实验初中

开展参观学校科技馆活动

本报济宁6月13日讯
(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宋丹 赵玉丽) 为了
拓宽学生视野，增强学生
的科技创新意识，丰富学
生的校园生活，6月4日，
济宁市实验初中开展参
观校科技馆活动，2016级
水滴中队和搏雅中队的
全体师生参与其中。

展馆内设置了镜子
迷宫、哈哈镜、音乐篱笆、

电磁秋千、智能机器人，
分为地球与生命、科技与
生活、探索与发现等主题
展区，通过互动、参与、演
示等方式，使学生们在参
观体验的同时学习了绿
色生活、数字生活、声光
物理、机械电能等，在近
一小时的参观过程中，学
生们亲身体验了科学的
奥秘，喜悦与惊讶之声充
溢着展厅的每个角落。

本报济宁6月13日讯
(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杨福海) “同学们，要
牢记，生命安全属第一。
私自游泳危险大，坑塘
河湖要远离……”6月7
日，兖州区东御桥小学
三年级五班的学生在音
乐 老 师 谷 思 曼 的 指 导
下，一起学唱《济宁市中
小学生预防溺水歌》。孩
子 们 在 尽 情 歌 唱 的 同
时，潜移默化地接受着

安全教育，提高着预防
溺水的安全意识。

“这首歌简单易学，
歌词朗朗上口，孩子们非
常感兴趣，也非常愿意
学。我们利用暑假前一个
月的时间，安排音乐教师
在各班都进行这首歌的
教学，切实做到每个学生
都会唱，在学唱过程中受
到防溺水的安全教育。”
该校副校长郜爱梅介绍
说。

本报济宁6月13日讯 (记者
姬生辉 见习记者 杨远志
通讯员 刘娟 ) 6月7日下

午，济宁市第十三中学为1000
余名初四学子隆重举行了一场
毕业典礼。本次典礼以“激扬青
春 筑梦远航”为主题，分为忆
青葱往昔、诉绵绵深情、话殷殷
期待三个环节。教师代表带领
孩子们回忆初中四年“光阴的
故事”、学生代表为班主任老师
献上鲜花、给老师和同学们一
个深情的拥抱……熟悉的校园
里，处处洋溢着感动和温馨。

7日下午4点30分，1000余
名初四学子、百余名家长代表
和学校初四教师齐聚济宁市第
十三中学操场，毕业典礼在庄
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在
首先进行的“忆青葱往昔”环
节，学校初四年级组长韩宗顶

带同学们回忆了初中四年“光
阴的故事”；学生代表的发言回
顾了四年校园生活的感受，诉
说了对老师的理解和感恩；家
长代表表达了对学校和老师们
的感谢。

在学生代表向班主任老师
献花环节，大屏幕上依次播放着
学子们向老师表达感恩的话语，
一言一语真挚感人。教师代表王
垒强、陈西艳道出了对学生的绵
绵深情，“将来，无论你在哪里，
我，我们，依然守候在这里，等
你，回家”。随后，全体师生观看
了毕业班学生代表向学校献礼
的视频，视频中学生代表和校领
导一起种下了命名为“轩邈”的
红枫树。视频结束后，全体毕业
生一起承诺“负势竞上，互相轩
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把典
礼推向高潮。

在“话殷殷期待”环节，初四
年级部主任梁洋以“善良”为关
键词，告诉同学们“为他人着想
的善良，是最好的教养”，愿同学
们“都有为他人着想的善良”。随
后，在全体师生的期待中，高峰
松校长作了以“隐形的翅膀”为
题的精彩讲话。高校长在讲话中
肯定了学生四年的成长，并深情
地给每位学子们说，“母校，永远
以关注的目光，注视着你的成
长，关心着你的成才”。

最后，初四全体教师和部
分家长列队欢送毕业生，学生
依依不舍地和老师们话别，跨
过彩虹门，走向更精彩的未来。
本次毕业典礼是学校精心为毕
业学子们准备的最后一课，旨
在让学生带着对母校的美好回
忆，带着满满收获和殷殷期待，
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曲阜田家炳小学

230余学生参加空竹大赛

本报济宁6月13日讯
(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张磊 蔡孝诚) 6月5日，
鲁城街道田家炳小学举行
了“赛空竹 庆端午”暨第
五届空竹比赛，参加比赛
的231名学生展开了一场
绽放活力与花样创意的精
彩角逐。

本次大赛分为个人表
演赛、团体赛、纪录挑战
赛三个分赛场。个人表演
赛中，选手展示个人花样
空 竹 技 巧 ，拿 出 看 家 本
领，秀出自我；团体赛阶
段，选手以班级为单位展

示完整的汇编动作。纪录
挑战赛阶段，顶尖的空竹

“大师”们压轴登场，他们
用坚强的意志品质突破
极限挑战自我，最终创造
出14项空竹纪录。精彩的
表现留给了在场师生无
比深刻的印象。据了解，
此次大赛旨在进一步选
拔空竹好苗子，为校空竹
队艺术团积累后备力量，
实现队员新老更替。下一
步，学校会向比赛涌现出
的优秀选手发出入团邀
请，并制定针对性的培养
计划。

兖州区东御桥小学

传唱《预防溺水歌》，上紧安全弦

师师生生齐齐聚聚校校园园，，共共话话离离别别之之情情
济宁十五中三校区分别举行毕业典礼

山山理理工工生生态态环环境境工工程程学学院院揭揭牌牌
将开设环境工程技术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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