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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余名小学校长参加省培训班
本报荣成11月5日讯(宋浩)

近日，2018年山东省小学校长素
质提高培训班在荣成市开班。全
省17地市300多名小学校长、中
层领导参加此次培训。市教育局
高度重视，将此次培训作为提高
我市学校领导干部管理能力的
重要契机，组织30多名小学校长
参加了本次高端培训。

本次培训班历时5天，邀请
了华东师范大学、山东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等全国知名专家进行
高端引领，邀请多名齐鲁名校长
进行授课指导及答辩指导。我市

齐鲁名校长、蜊江中学汤文江校
长担任评委专家参与此次活动。
本培训项目是以学校整体改进
为目标，以研制规范、科学、可行
的学校发展规划为载体，围绕
中小学学校改进理论与策略同
一主题，对学校正职校长、教学
副校长和教务主任组成的管理
团队开展培训。

会议此次培训项目的主题、
目标和课程中分组研讨及大会
交流展示等相关内容向各位校
长、老师做了介绍和任务布置，
从培训方案设计、课程设置、专

家资源等方面对本次培训项目
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并就强化纪
律，增强安全意识提出了要求。

为期一个周的培训活动，采
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即
在聆听专家专题报告的基础上，
跟随知名专家、齐鲁名校长讲
解、点评了解省内名校的办学底
蕴和文化氛围。

在培训中，荣成市30多名
小学校长，以饱满的精神状态
聆听专家报告，积极认真参与
研讨活动。培训结束后，小学校
长将根据学习所得进一步修改

学校发展三年规划，并将根据
会议精神，落实学校发展三年
规划，带领自己的管理团队精

心探索，进一步提高学校管理
干部的素质，提高学校的办学
水平。

读书丰富人生 阅读成就梦想
本报荣成11月5日讯 (王

金华 孙玉雪) 近日，市寻
山街道中心完小联手齐鲁晚
报荣成资讯、书韵飘香志愿
服务团举办了“书香荣成·全
民阅读”诵读展示活动。

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夏
筱楚和任子钰同学的《水调
歌头》拉开了活动的序幕。紧
接着，郭紫涵同学用真挚优
美的语调献上一曲《苔》。随
后，二年级的小朋友们用他

们那悦耳的童音，用心诠释
了《三字经》。五年级的同学
们也不甘示弱，一首大气磅
礴的《少年中国说》将活动推
向了高潮！

为打造书香校园，寻山
完小扎实开展丰富多彩的
读书活动。“校园晨读、课间
快乐阅读、放学诗词背诵、
课外阅读3 0分”等活动，让
学生们每天都沉浸在书声
朗朗的氛围之中。“班级图

书角、年级阅读吧、学校阅
览室”，为师生打造了立体
式、开放式的阅读空间。“师
生共读、生生共读、亲子共
读”的共读时光，为师生搭
建“同读一本书，悦读阅快
乐”的读书交流平台。“诵读
经典、最美朗读者、读书交
流会、阅读打卡、写作大赛”
等读书活动，引领师生走上
广泛阅读之路，在读书中积
累，在积累中收获。

书香荣成·全民阅读活动进企业
本报荣成11月5日讯(刘

韶勋 ) 日前，荣成康派斯
房车携手齐鲁晚报、书韵飘
香志愿服务团，共同举办了

“书香荣成·全民阅读”活
动。本次活动来自公司的中
层骨干、企业后备人才三十
余人参加。

活动在一首《我爱你中
国》的朗诵中活动拉开帷
幕。朗诵时而铿锵有力，时
而悠远绵长，以激扬的旋
律，磅礴的气势，展现了康
派斯房车人高素质的精神
面貌和团结奋进的精神风
貌。此次诵读活动的开展，
为康派斯房车的青年骨干

搭建了交流学习的平台，让
他们更深入了解了中华文
化之博大精深，也感受到了
中华文化的璀璨光辉，更加
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和爱国热情，为企业未来发
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

荣成康派斯新能源车辆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康派斯
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是专
门研发、生产、销售房车的高
新技术企业，新三板上市公
司(股票代码：872836)，公司
占地500余亩，职工300余人，
拥有年产拖挂式房车5 0 0 0
辆，自行式房车2000辆的生
产能力，公司注册资本6200

万元，通过CCC、ISO9000、
ISO14000、OHSAS18000等认
证，拥有国家工信部改装车
企业公告及改装车产品目
录，主要从事拖挂式帐篷房
车、各类改装车辆的生产和
研发，已实现从材料研发、产
品设计、零部件生产、整车组
装、售后服务等全产业链的
覆盖。公司先后获得国家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山东
省专精特新企业、山东省科
技型中小企业、威海市级一
企一技术研发中心、威海市
房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山东省先进中小型企业
等荣誉称号。

本报荣成11月5日讯(于静)
为了扎实做好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进一步提升志愿者素质，
荣成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积极开
展各类读书交流及实践活动，打
造专业化志愿服务团队。

11月3日上午，荣成市志愿
服务联合会携手齐鲁晚报荣成
资讯举行“书香荣成·全民阅读

“活动。 本次活动共有来自不
同群体的60、70名联合会会员
参加，其中炫彩筑梦志愿服务
团成员褚晓琴老师温情朗读

《天鹅之恋》，深深表达了对生
活在魅力荣成的幸福感和自豪

感。活动中张丽芳母女同台朗
诵了《十二生肖谁第一》声情并
茂。董麦收夫妻同台诵读《洗
脚》表达了对母亲深深的爱。宁
春燕团队的《常怀一颗感恩的
心》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阵阵
掌声。最后诵读的《我爱你中
国》将本次读书活动推向了高
潮。本次诵读活动的开展，引领
大家共读、共思、共成长。通过
读书活动的常态化开展，提升
全面阅读素质，致力于将文明
荣成的志愿精神传播到千家万
户，更好地营造“书香荣成全民
阅读”的文化氛围。

志愿服务联合会组织阅读活动

崂山街道举办读经典诵读活动
本报荣成11月5日讯(陈德强

周广庆) 近日，崂山街道携手
齐鲁晚报举办的“书香荣成·全民
阅读”读书活动暨第十届金秋读
书节经典诵读比赛于市第二十一
中学拉开帷幕，崂山街道青年机
关干部与二十一中学子一起同台
竞技，施展才华，赢得了台下观众
的阵阵掌声。

“我有一个梦，我也有一个
梦，我们都有一个中国梦”伴随着
优美的伴奏音乐，比赛正式开始，
青年干部与学生结合音乐、舞蹈、
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诵读经典，
抒发了自己对祖国和中华文化的

深厚情感，朗诵声时而如洪钟铿
锵有力；时而如和风轻柔绵长；时
而如流水拨动心弦，把比赛一次
次推向高潮，在场观众从心底感
悟了中华千古美文的神韵，也奏
响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和谐旋
律。

崂山街道将以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为抓手，扎实开展系列主
题文化活动，以文化人、成风化
俗，努力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满
足崂山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让
农村群众在乐在参与、便于参与
的文化活动中体悟美好生活、提
高自身素质。

教育局召开禁毒教师培训会
本报荣成11月5日讯 (宋

浩 ) 为进一步巩固学校毒
品预防教育成果，增强在校
学生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
和能力，根据省禁毒办、省
教育厅《关于做好2018年秋
季开学在校学生毒品预防
教育工作的通知》要求，11
月1日上午市教育局在蜊江
小学阶梯教室召开全市禁
毒教育数字化平台建设工
作培训会议，市公安局、教

育局分管负责人及各学校
负责禁毒工作的老师共5 0
余人参加了会议。

启动仪式上，荣成市公
安局相关负责人为部分学
校、学生代表发放了禁毒教
材和禁毒宣传书包。会上，荣
成市公安局刘利民局长对青
少年毒品预防教育“6?27”工
程建设提出了总体部署，荣
成市教育局教育局党委成员
刘忠伟对做好学生禁毒教育

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
求各学校要高度重视，建立
学生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机
制，落实校长负责制，用好教
育平台，将毒品预防教育工
作落到实处。荣成市禁毒大
队民警对禁毒教育数字化平
台的使用，做了详细讲解。荣
成市禁毒大队大队长从毒品
种类、毒品危害、校园预防等
方面，为参会人员上了一节
生动的毒品预防课。

第十一中学积极推进教育改革
本报荣成11月5日讯(李丽

华) 为全面落实素质教育要
求，系统推进育人方式、管理
体制等方面综合改革，办好公
平而有质量、均衡而优质的教
育，近日，市第十一中学召开

“双提”工程暨基础教育改革
和创新发展推进会议。

推进会上，全体领导班子
成员及时总结开学以来学生
管理、课堂教学、家校沟通、心
理健康教育、通讯报道、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等方面的工作
情况，交流了自己分管年级、
处室及各项工作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及整改措施，聚焦基础

教育改革和创新发展的难点
和重点问题，研讨多样化的、
适合学科特点、学生年龄特点
的的育人举措。最后，分管教
学工作的副校长做出点评，提
出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和创新导向，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

速读
11月2日下午，荣成市世纪小

学组织全体人员进行集中学习
《 建 设 高 素 质 专 业 化 教 师 队
伍——— 六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精神》和《平“语”近人——— 习近
平总书记用典》相关内容。

高珊娜
11月2日，荣成市第三十五中

学举行“红歌润我心”合唱比赛。
“红歌润我心”合唱比赛，不仅唱
响了时代的主旋律，更充分展示
了我校师生的精神面貌和时代
风采，而且进一步增进班级的凝
聚力。 陈明霞 唐勇

近日，荣成市第二十中学开
展了值班教师护路专题会议。首
先，张校长传达了市局安全方面
的指示精神；姜主任用实际案例
讲解了安全基本常识及保护学
生安全的重要性，同时向老师发
放了安全护路宣传单，让老师明
确了什么是“六不准”，“一必
须”。 梁静

近日，市第三十二中幼儿园
举行校园丰收节，老师们和孩子
们一起摘葫芦、猕猴桃，在葡萄
架下打秋千，银杏叶上打滚，孩
子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收获的喜
悦、劳动的快乐和亲近自然的美
好。 于丽晓

近日，荣成三十七中学区团
总支组织全校团员学习应急处
理相关知识培训。通过此次培
训，增强了团员的应急处理能
力，在学习和生活中能运用急救
知识进行紧急救护，助力平安校

园建设。 夏莎莎
近日，一场以“教育因读书

而精彩”的读书交流会在荣成市
第二十中学展开。通过本次的交
流会，相信教师们在以后的学习
工作中，以书籍陶冶性情，以书
籍来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梁静
近日，荣成市第十一中学区

组织全校教职工学习应急处理
相关知识培训。

通过此次培训，增强了学校
教职工的应急处理能力，在工作

生活中能运用急救知识进行紧

急救护，并提高学校应对突发事

件的应急反应能力和自救互救

能力。 李丽华

为倡导文明节俭用餐，推广

师生的节俭美德，荣成市第二十

中学开展了“光盘行动，你我同

行”活动。 梁静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营造

积极向上文明和谐的校园文化

氛围，11月2日荣成市蜊江中学第

12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文艺演出成

功举行。 陈晓琳
近日，荣成市第二十中学28

名受捐助的孩子们在泰祥“双
50”工程的爱心志愿者和本校领
导、老师的组织下，走进新华书
店开启了知识殿堂之旅。孩子
们拿着自己喜欢的图书，井然
有序坐在一起小心翻阅，品味
图书带来的乐趣，徜徉在知识
的海洋中。

梁静

市府新小学开展研学之旅
本报荣成11月5日讯 (袁

田甜 张建丽) 日前，市府
新小学开展研学之旅，把课
堂“搬”到户外、“搬”进景区，
在游中研、在研中学，让“课
堂”永远在路上、在实践中，
使研学旅行奏出曼妙的乐
章。

为开展好研学旅行活
动，学校早着手、早准备、早
落实，成立研学旅行活动工

作领导小组；制订科学有效
的研学旅行安全保障方案，
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到人；召
开相关人员会议，进行周密
部署，提前拟定活动计划，确
定人员安排，真正做到“活动
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
预案”，确保整个研学活动安
全、有序开展。

走进农场，参观果园时，
学生跟随讲解员的脚步，一

路向前。学生们认真听，仔细
想，一边认真观察、虚心求
教，一边记录着有效信息。在
专业人员的带领下，学生了
解世界最大的农业国是比利
时；了解了各种果树的生长
过程、生活习惯；了解生态有
机肥知识、水肥一体化工程、
苹果的生长知识等，并近距
离观察苹果、梨、樱桃等果实
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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