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今天天我我们们成成年年了了！！
荣荣成成六六中中第第3300届届十十八八岁岁成成人人仪仪式式隆隆重重举举行行

9月30日，古寨中学组织200名
学生代表参加威海市烈士公祭仪
式。 孙妮静

近日，新都小学与新都社区
共同举办“喜迎国庆”乒乓球联谊
赛。 邓洪礼

近日，新都小学举行消防安
全疏散演练活动。 姜宏

近日，古寨中学举行秋季田
径运动会暨亲子运动会。

孙妮静
近日，皇冠中学举行防暴反

恐应急演练。 王柏承
近日，皇冠中学举行“尚美健

体，励志有为”队列比赛。
邹小燕

近日，皇冠中学启动“名师讲
堂”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杨琳
近日，蒿泊小学开展了“语文

教研组写字指导课”活动，以课堂
的形式探讨汉字的书写规则。

孟小艺
近日，南山小学开展“书写经

典 磨砺内功”教师硬笔大赛。
兰群

近日，明珠小学举行新一届

家委会会议。 邹燕妮
近日，千山路小学开展扫黑

除恶系列活动。
赵梦瑶 翟桂晓

近日，半月湾小学举行感恩
诗朗诵。 陈娜娜

近日，半月湾小学举行“走进
大国防，放飞新梦想”军训展演。

陈娜娜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举行习

惯养成教育课。 孙晓洋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举行“一

年级学习准备期”教学研讨活动。
刘日冰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九龙湾
校区开展一年级入学准备课程周
活动。 于萍萍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举行新
入职教师亮相课活动。

刘美姣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开展“队

列赛，赛风采”活动。
丛春晓 张雷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举行“感
谢师恩”主题活动。 刘含笑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举行“拜
师礼、发红蛋”开学典礼。

连玮
近日，荣成市第38中学举行

扫黑除恶专题讲座。

邹悦玲
近日，寻山街道中心完小开

展防震演练活动。 刘燕
近日，寻山街道中心完小开

展“寻梦家园”志愿活动。
张君丽

近日，荣成市人和中心完小
举行国防教育知识讲座。

贾俊玉
近日，斥山街道中心完小举

行“关注孩子未来”主题教育活
动。 钱英英

近日，荣成市第23中学举行
队列广播操比赛。

盛俊云
近日，荣成市第25中学举行

青年教师培训活动。 于晓
近日，荣成市虎山镇中心完

小开展行为习惯达标展示。
房玉霞

近日，荣成市第25中学组织
开展学生校外综合实践活动。

唐良富
近日，荣成市虎山镇中心完

小举行志愿服务活动。
张秀倩

近日，新苑学校召开校级家
委会纳新大会暨家委会培训会
议。 赵春霞

速读

“何文金奖学金”捐赠仪式在北竹岛小学举行

本报威海10月10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张建峰) 近日，“何文
金奖学金”捐赠仪式在北
竹岛小学举行。印尼侨领
何文金先生、山东省外侨
办副主任孙西忠、威海市
副市长高书良、市外侨办
主任李建军、环翠区副区
长沈燕萍、市教育局副调
研员宋玉杰、环翠区教育
局局长宋军良等一行二十
余人出席捐赠仪式，市外
侨办主任李建军主持。

仪式中，何文金先生
向威海教育捐赠奖学金10
万元，市领导赠送感谢牌；

与会领导为20名品学兼优
的北小学子颁发奖学金。
何文金先生表示，扶弱济
贫、助学支教，是他多年来
的夙愿和追求。今后自己
还将继续为威海教育事业
给予更大的关注与支持，
同时倡导每位学生传承良
好家风，争做美德少年，童
心共筑中国梦。

一直以来，环翠区教
育局重视学生资助工作，
将扶贫与扶智结合起来，
综合施策，搭建平台，实现
资助体系从学前到大学阶
段的全覆盖，为营造良好
的教育生态打下基础。

长峰小学举行师徒结对活动

本报威海10月10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丛媛) 为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进一步加强对青年教
师的培养，近日，长峰小学
在立峰楼会议室举行了隆
重的师徒结对仪式。

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将
11位骨干教师、骨干班主任
与12位青年教师结成师徒
关系。活动中，教导处主任
鲁丽霞及政教处副主任王
善红向大家明确了师徒结
对活动中师父和徒弟各自
的职责，要求骨干教师发
挥传、帮、带作用，帮助新
教师快速成长，同时希望

新教师虚心好学，主动求
教，努力使自己尽快成为
学校的骨干教师、骨干班
主任。接着，师徒签订协
议，徒弟向师傅鞠躬，感谢
师傅的辛勤指导、无私奉
献。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园”，本次活动
的开展，为提高教师队伍
的整体素质发挥了重要作
用。相信在“师徒结对”的
良好契机下，在这样一群
有朝气、有理想、肯上进的
骨干教师的带领下，长峰
小学的青年教师一定会茁
壮成长。

倡导亲子阅读 表彰书香家庭

本报威海10月10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蔡永勤 ) 为促进家校
沟通，营造良好的“亲子阅
读”氛围，深入推进学校

“师生大阅读”工程，近日，
锦华小学召开“书香家庭”
表彰大会暨新学期家长会
活动。

会上，语文老师首先
结合暑假及开学后学生的
读书打卡情况，分享了阅
读后孩子的成长与变化，
阐述了“阅读引领成长”的
重要性，让家长对“亲子阅
读”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
同；公布“优秀书香家庭”

名单，并颁发获奖证书。随
后，获奖家庭在班级中范
读，引领其他家长积极参
与到亲子阅读中来。会后，
许多家长表示为了孩子的
成长，今后一定会将亲子
阅读、习惯培养、研学旅行
等放到家庭教育的重点，
与学校共同做好孩子的教
育工作。

下阶段，学校将继续
开展“家庭阅读”阶段总结
活动，对在亲子阅读中表
现优秀的孩子和家庭给予
表彰，用榜样的力量带动
更多家庭，形成全校良好
的读书氛围。

古寨中学首届校园文化艺术节开幕

本报威海10月10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孙妮静) 近日，古寨中
学首届校园文化艺术节
隆重开幕，威海市、区教
育局、体育局、学校共建
单位、古寨中学教育协作
区学校相关领导、家委会
代表以及部分家长与全
校师生2300余人共同参与
艺术节。

整个仪式分为开幕
启动、成果展示两个篇
章。整个校园艺体文化节

面向全体学生，以育人为
宗旨，以展示特长为基
础，以宣传学校传统文化
教育、艺体教育及创智教
育成果为主导，通过展示
和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
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健身
健体、传统文化、民族艺
术和创客创梦等的兴趣
爱好，陶冶情操，丰富知
识，培养学生的主动性、
创新精神和健康的审美
情趣、艺术修养，全面彰
显绿色教育的深刻内涵。

时时见书影 处处闻书香
城里中学师生大阅读创特色

文艺汇演
近日，塔山社区联合塔山中学等驻区单位开展了

“相伴国学经典 传承中华文明”迎国庆文艺演出活动。
活动在银座家居幸福门店一楼大厅举行，伴随着互动古
诗接龙等10多个节目演出，异彩纷呈的表演形式吸引了
每位观众的目光。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防暴演练
为进一步加强教师面对突发恐怖事件的防范意

识，提高面对恐怖事件的合理处理方式，10月8日，青
岛路小学举行防恐防暴演练。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冯庆浩 摄影报道

本报威海10月10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刘庆艳)
为增强学生的成人意识，培

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近
日，荣成市第六中学在学术报
告厅为年满18岁的学子隆重举
行了以“成长·感恩·拼搏·担
当”为主题的十八岁成人仪式。
学校全体领导、老师与学生家
长一起见证了18岁同学的成人
礼仪式， 1000余人参加的成
人仪式庄重而热烈。

成人仪式共分成长篇、感

恩篇、拼搏篇和担当篇四个部
分。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后首先
步入成长篇，邹主任代表教师
讲话，500多名18岁学子佩戴
上了父母亲手为他们戴上的
成年纪念章,场面在一次庄重；
感恩篇在沙画视频《感恩父
母》的温情氛围下，孩子眼含
热泪与父母互换信件,一起回
忆成长的历程并寄托未来的
希望；拼搏篇中家长代表刘新
华女士的讲话中希望孩子能
够积极面对生活，勇战高考，

追逐梦想，真情的嘱托让台下
孩子无不动容，在配乐诗朗诵

《站出来，让祖国挑选》的壮志
中，同学们感受到了肩上的使
命和责任，一起步入担当篇，
大合唱《圣洁的时刻》与唐雨
婷同学的讲话更是彰显了18
岁成年学生面对未来挑战的
无限担当。在于昊阳同学的带
领下，全体步入十八岁的成人
学生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用
紧握的拳头昭示着对未来人
生的坚定信念。

王校长发表热情洋溢的讲
话，他说，“成年礼”昭示了男女
少年从“孺子孩童”成长为有责
任、有担当的成年人，他希望同
学们能仰望理想，勇于拼搏；严
以修身，敢于担当；常念故土，
学会感恩。不要辜负家长们的
期望，不要辜负老师的期望，把
全部的精力倾注到充实的求学
生活中，实现自己人生最有价
值的飞跃。

最后，同学们面对国旗庄
严宣誓，伴随着《歌唱祖国》的

歌声，荣成六中十八岁成人宣
誓仪式在青春励志的氛围中圆
满落下帷幕，同学们满怀憧憬
在成年礼的庄严鞭策与师长的
诚挚祝福中大踏步走向未来。

据悉,十八岁成人仪式是
荣成六中的的传统德育教育活
动,至今已经连续为18岁同学
举办了30届成人礼活动，目的
使学生明确成年责任,渗透感
恩和理想教育,激励学生以实
际行动奋发图强,早日成为社
会栋梁之材。

逃生演练
为提高师生抗击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能有组织

地、迅速地引导学生安全、快速地疏散，确保人身安全，
近日，威海九中成功举行了消防逃生演习。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季慧文 摄影报道

爱牙护牙
为了进一步普及口腔保健知识，强化师生对口

腔健康的关注，近日，威海七中联合张村医院以及
怡沁园、华锦、峰西、新柳社区的志愿者开展“护健
康口腔，铸健康体魄”爱牙护牙活动。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张梦雨 摄影报道

本报威海10月10日讯(记者 李
孟霏 陈乃彰 通讯员 陈海燕)

日前，城里中学将阅读变为悦读，
让读书成为了学生和老师的生活方
式，创建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随着读书活动的深入开展，共
读一本专业书已经成为每个教研
组丰盛的精神大餐。尤其是年轻教
师已经不满足读小说，读快餐式的
书籍了，他们更需要大师级的人物
给予自己专业知识上的指导。各教
研组根据自己的需要推荐了专业

书籍，大家同读同研，交流感受，分
享收获，碰撞思想，共同进步。此
外，城中读书群是城中所有人共同
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有育儿经验分
享，这里有养生大全指导，这里有
管理班级金点子，这里还有调节情
绪小妙招

为了让学生的家庭教育也能
浸润书香，城里中学打造学校家
庭无缝衔接，推出了“城中大阅
读”公众号，学生和家长通过关注
公众号，就可以实现亲子共读一

本书。平台融洽了亲子关系，增进
了师生感情，密切了家校联系。线
下读书，线上交流，谈心得，话感
想，抒情怀。亲子互动，师生互动，
家校互动。此外，学校还举行每年
一届的经典诵读比赛，成为学生
展示自我，锻炼自我的好平台。

学校不仅要求老师多读书读
好书，也把读书的好习惯浸染到
城中学子身上。阅读角，班级读书
群，读书一刻钟，名著小讲师，灵
活的形式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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