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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承办省中小学创客大赛 并摘得初中组桂冠

本报威海6月14日讯(记
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孙莎
莎) 近日，FEG车威海赛区
选拔赛在威海高区第九中学
拉开帷幕，来自全市中小学
的19个代表队、57名的参赛
选手围绕着智能车的组装赛
和竞速赛展开了激烈的角
逐。

此次比赛不仅使学生在
设计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

力等方面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而且培养了学生团队合作的
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认真
负责的精神和勇于克服困难
的精神,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科
技素质在科技竞赛活动中得
到了全面的提高。

最后，威海九中以99 . 63
分的成绩荣获初中组第一
名；文登三里河小学以100 . 5
分获得小学组第一名。

近日，统一路小学全体党员
与胜利社区居民开展“相约红色
经典”读书活动。 冯永香

近日，统一路小学开展“文
化书旅”研学旅行。 冯永香

近日，九中开展“法随我行
青春无悔”法制讲座。季文慧

近日，曲阜实验小学领导走
进统一路小学进行书香特色学
校学校经验学习交流。 冯永香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举行
“文明就餐”活动。 刘含笑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举行防
震演练。 郭萍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开展纪
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主题观
影活动。 鲁萍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把纸艺
教育引入课堂。 丛培丽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召开
“崇尚英雄 精忠报国”主题队
会。 韩雪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举行诵
读英雄革命家书活动。 初杨杨

近日，蒿泊小学开展了防溺
水安全教育活动。 鲍晓燕

近日，蒿泊小学举行“首届
国学小名士”选拔赛。 鲍晓燕

近日，蒿泊小学开展“美丽中
国，我是行动者”环保宣传活动。

宋涵涵
近日，长峰小学举行应急救

护培训活动。 赵桂娟
近日，长峰小学开展应急疏

散演练。 丛媛 刘芳
近日，长峰小学开展母亲节

感恩教育活动。 孙丹
6月1日，半月湾小学举行

“我的习武梦”第七届校园武术
大赛。 陈娜娜

近日，半月湾小学举行第二
届电影配音大赛。 陈娜娜

近日，明珠小学开展了“爱
眼护眼，预防近视”专题讲座。

王双壮
近日，明珠小学举行经典诵

读比赛。 徐璐萍
近日，新都小学举行班级

“庆六一”联欢会活动。
刘怡 丛静

近日，青岛路小学举行“国
学小名士”选拔赛。 殷参参

近日，青岛路小学举行了安
全公益讲座。 吴彦琦

近日，高区二小开展防空防
灾疏散演练活动。 毕静

近日，高区二小一年二班家
委会组织了亲子研学旅行活动。

王娟
近日，“快乐科普校园行，文

明大手拉小手”科普公益讲座走
进高区二小。 毕静

近日，蒿泊小学开展“争当
文明小使者”系列活动。

岳小妤 宋胜男
近日，凤林学校党支部组织

党员赴荣成郭永怀事迹陈列馆
参观学习。 沈正彭

近日，凤林学校举行“做书
香少年”经典诵读活动。沈正彭

近日，凤林学校师生走进威
海市博物馆、美术馆开展庆六一
研学活动。 林文娟

近日，凤林学校举行首届英
语单词听写大赛。 刘佳怡

近日，蒿泊小学一年级三班
学生赴羊亭公园开展亲子活动。

闫云霞

速读

本报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通讯员 张金华 郑君华

日前，南山小学秉承“立字立人”的办学理念，沿着“写字教学→书法教育→书法课程→汉字文化”的特色发展之路，，完成了书法课程的建构，学校也被列入写
字优势学科。

本学期，学校将书法课程进行了系统规划和开发，形成了颇具文化内涵的“七彩书韵”课程体系：以书启智、以书促研研、以书育才、以书润德、以书诵文、以书践
行、以书励志。

打造特色书法课堂

内外结合创新理念

学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重新修订《快乐习字》自编写字
教材，助力推动写字教学。

长课短课相结合；必修选
修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在原有的软笔、硬笔书法课普
及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软笔书
法社团的班额，4个书法社团总
人数近200人，每周总课时量达
到9课时。硬笔写字课，每周一
三五增加了习字一刻钟，确保
充足的练字时间。

此外，学校立足课堂加强
研究，探索创新写字授课模式，
确立了“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
导、观察为前提、思维为核心、
训练为主线”的五大教学原则，
打造了系列化写字课型——— 临
帖指导课、汉字文化课、书法实
践活动课。每种课型已经形成
固有模式，常用的临帖指导课，
形成了“三环六步”的教学模
式，教师授课有标可寻，提高了
授课效率。

学校还通过“内调增实力、
外培采灵气、强训练底气”的人
才培养战略方针，以“走出去”

“请进来”多层培训为依托，积

极开展“寻标”“树标”活动，选
派部分领导、骨干教师，到立标
学校学习先进的经验做法，并
与来自青海门源县的同仁探讨
校园书法特色的建设。

针对师资不足问题，外聘
两位优秀书法教师，同时加大
对本校教师的培养力度，教师
书法社团、三笔字大比武的开
展，不断提高书法技能和课程
理念。老师们在原先练习欧体
的基础上，已形成了自己独具
特色的书写风格。

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通
过“日日练”、“月月赛”、“学生社
团QQ群”、“评选墨香班级”等多
措并举，狠抓写字常规。

以书润德 以书诵文

书法陪伴孩子成长

墨香中润德，以翰墨文化
为主题，学校先后统一规划了
校园文化。本学期，设置了专业
书法教室，并重点打造了操场
西墙文化，选用“书”字，具有双
重含义，即：书法与读书的融
合， 这也是学校文化的核心，
为学生创建一个墨香四溢、书
香飘溢的优雅校园，让学生在
行走之间品味汉字的文化魅
力，感受浓郁的书卷气息，以字

润德，施教无痕。
在习字教学中，学校引导

学生感受汉字笔画结构的形体
美，寻求字形同做人处事的契
合点，从书法中的运笔规则、结
构布局中发掘出做人的处世之
道，并提炼出学校的精神文化。

书法浸润人生，阅读传承
文明。学校以书法带动阅读与
习作，在阅读习作中提升学生
的能力与品行。每节写字课末，
均有一个经典名句诵写环节，
边诵边写，将诗句写成一幅书
法作品；每月赛字，要求学生临
摹一段古诗词或经典美文，点
滴积累，有助于写作时灵活运
用，提高语文学科素养。

此外，学生练字中的趣事
或收获，成了栩栩如生的第一
手生活写作材料，在积累写作
素材的同时，兴趣也得到了培
养。以练字促写作，提高书写水
平，锻造写作能力。

在书法促写作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悦读小帐单，每天阅
读一小时；每月一次阅读收获
卡；每学期亲子同读一本书；每
年设立一个阅读主题。激发学
生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为
提高写作能力保驾护航。

书为媒，立品行，写字课上，
教师搜集历代著名碑帖，介绍古

今书法大师的作品及他们勤学
苦练书法的故事，他们的书法造
诣和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每
一个孩子的成长。在长期不断诵
写、积累和运用的过程中，使学
生与圣贤为友，与经典同行，读
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

实践引领书法励志

学生作品屡创佳绩

学校还以传播弘扬书法艺
术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社
会实践活动。

目前，学校的书法实践活
动课，每学期至少举行4次，以

“学校实践--家庭实践--社区
实践--社会实践”四种形式，有

层次的开展。课内与课外、校内
与校外、学校与社会的链接，使
书 法教育的时空得以拓展，
意义得以延伸。

学校经常组织师生参加各
级各类书法等级测试、书法大
赛，向书法报刊推荐优秀作品，
本学期共计20余人分别获得一、
二等奖好成绩，并结合创客教
育，开展了“葫芦上题字”“制作
汉字书签”等系列创新活动，收
集整理历年的写字教学论文、
小妙招、优秀课例、学书感悟等
资料，形成固化经验，以进行推
广学习。近期，学校举行的师生
临帖展，师生均能根据个人的
书写风格喜好，选择适合自己
的名家字帖进行临摹出作品。

厉害了！河北小学足球少年

本报威海6月14日讯(记
者 陈乃彰 通讯员 于
洪志 徐绍永) 5月26日，
2018年“中国体育彩票杯”
威海市中小学生足球联赛
在临港区全民健身中心落
下帷幕，河北小学男子足球
队代表环翠区小学组参赛，
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威海市

“中国体育彩票杯”小学男
子组冠军。

5月26日上午，在半决赛
比赛中，河北小学足球小将
们团结协作，奋勇拼搏，展现
了高超的技战术水平和团队
足球，精彩的表现赢得现场
观众阵阵掌声，最终以4:0绝

对的优势勇夺桂冠。
近年来，环翠区致力推

进校园足球的培养、普及和
发展，目前，已创建全国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7所，威海市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15所，激活
了校园足球文化氛围，让广
大中小学生认识足球、喜爱
足球、参与足球，享受足球运
动的快乐。

河北小学确立为足球特
色学校后积极跟进，如今班
班有足球队，定期开展班级
足球联赛，激活了校园足球
文化氛围，让全体学生认识
足球、喜爱足球、参与足球，
享受足球运动的快乐。

感受金猴文化 传承匠心精神

本报威海6月14日讯(记
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冯
永香 ) 为感受企业文化，
传承匠心精神，近日，统一
路小学领导班子及驻岗交
流人员，走进胶东(威海)党
性教育基地金猴集团展陈
馆参观学习。

本次驻岗交流活动，让
全体领导班子成员感受到

金猴几代人艰苦奋斗，勇于
登攀，开创未来的可贵品
质，表示要充分发挥金猴人
的“匠心精神”，学习他们在
产品研发中的以“人”为本，
工作中以“精”为本理念和
精神，立足岗位，脚踏实地，
精益求精，全心做好教育工
作，承担好属于自己的社会
责任。

头脑风暴
近日，孙家疃小学举办以“头脑风暴”为主题

的首届校园创客节活动。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动起
来、玩起来，体会创客的乐趣，更让学生切身感受
到“人人皆可做创客”的理念。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庆六一
6月1日，新都小学举行了主题为“传承红色基

因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庆六一第六届文化艺术
节。精彩纷呈的节目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快乐、幸
福、难忘的儿童节。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刘怡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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