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人云“修身而后才能平家
齐国治天下”。近年来，威海市
鲸园小学立足“弘扬传统文化
实现以文化人”的办学理念，

汲取传统道德之精华，从古代
儒家提出的五个道德范畴———

“仁义礼智信”中提炼适应时代
需要的新鲜内涵，确立了仁爱
之礼、启智之礼、养正之礼三礼
教育作为人文德育培养的核心
要素。遵循知行合一原则，以传
家风、正班风、树校风“三风”建
设为主线，在学校、家庭、社区
三维育人机制中，全方位实施
礼仪教育工程，让学生在享受
深邃文化滋养的同时，提升人
文素养，不断发展学科化、活动
化、多元化的德育课程体系。

引经据典 品民族精神

国学经典是民族文化精神
的源头，引导学生与古代圣贤
对话，明理悟道，塑造健康人格
和良好品行，是鲸园小学教师
最美好的愿望。

本着这个出发点，自2014年
开始，学校在德育课中开辟出

“蒙学养正”“先贤励志”两个模
块，“蒙学养正”模块，一至五年
级分别带领学生熟记掌握《弟
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增广
贤文》和《论语》，以文学的魅力

传播仁爱之礼、启智之礼、诚信
之礼、养正之礼。“先贤励志”模
块，根据不同阶段培养目标，精
选中华历史的相关先贤故事，
编写校本教材，用先贤哲人的
亲身经历，引导学生深入感悟，
接受精神的陶冶和冲击，弘扬
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

修身立德 塑礼仪风范

近年来，学校立足“礼”的
教育，以挖掘丰富的“礼”的资
源为基点，在人格培养目标“三
礼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分解
细化，凸显“爱国、孝亲、尊师、
诚信”，以传承和弘扬家风为突
破口，以“传家风 正班风 树
校风”为主线，让校内教育与校
外教育相互衔接，相互渗透，相
互作用，共同帮助学生养成良
好的礼仪习惯。

传播好家风，深入挖掘传
统文化内涵，从征集好家风入
手，通过“晒晒我的家风”的方
式，让家长走进班级晒家风，学
生走上舞台秀家风，借助优秀
的家风资源，提升学生的文明
礼仪素养。另外，利用清明节、
端午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契
机，进行相关班队课教育；学生
带动家长通过微博、微信等平
台，传播良好家风；另外，学校

将自主研发的校内外礼仪微视
频传到校园网，鼓励家长在家
中或社会上，对学生适时进行
家风的言传身教。我们还借助
自主创办的人文教育报宣传优
秀家风，让优良家风落地生根，
让传统文化关照现世生活，让
古老节日焕发更大的价值。

打造好班风，建构民主的
班级文化形态。遵循“民主”的
原则，各班师生集体协商制定
出特色鲜明的班名、班徽、班
歌、班级管理细则等内容，处
处体现事事有人管，人人都管
事的健康和谐的班级文化形
态。另外，在不同年级实施了

“道德长跑”的尝试。即低年级
创办了生动幽默的“班级画
报”，中高年级建立了“班级日
记制”，学生随时捕捉班里的
大事小事，弘扬真善美，用精
神的力量影响身边人的礼仪
行为。现在，30个班级均形成
了各具特色而富有内涵的班
级风貌。例如二年级一班，“经
典诵读”有声有色，“瀚墨飘
香”“书香致远”“妙笔生花”

“朝闻天下”等系列主题活动
内涵丰富，“儒雅”的班风悄然
而成。五年级四班，学生爱好
广泛、个性张显，“书法传韵”

“科技研究”“生物世界”等小

组活动丰富多彩，彰显出“七
色花”阳光多彩的班级风貌。

形成好校风，学校通过中
队辅导员推荐与毛遂自荐相结
合的方式，改选大队干部，组建
大队委，竞选大队长。竞选出来
的队干部接受岗前培训，明确
职责和服务礼仪。执勤过程中，
通过每周一次校内辅导员和校
外辅导员交叉培训的方式，逐
步提升队干部的服务意识和水
平。做细日常管理，增强组织凝
聚力。打造优良环境，提升校园
形象。包括办公室文化、班级文
化、校园文化三方面的内容，不
同内容分别赋予了不同的精神
引领，让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每

一处景观、每一面墙壁都在叙
说百年鲸园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让师生在对这些文化的反
复理解和体味中，产生情感、态
度的“再升华”。开展丰富活动，
尽展校园风采。遵循“活动、体
验、感悟、内化”的原则，把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到多姿多彩的少先队活动中
来，开展好“开学第一课”、“我
们的节日”、“筑梦圆梦”、“美德
少年评选”等活动，并结合校内
礼仪培养目标，组织不同形式
的礼仪比赛，在多元体验中让
学生感悟礼仪的重要性，内化
为自觉行为，加速礼仪行为的
养成。

三三风风建建设设促促鲸鲸园园学学子子养养成成好好礼礼仪仪
本报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通讯员 陶胜楠

近日，新都小学举行“写
字比赛”活动。 张域静

近日，新都小学举行学
生口算比赛。 丛秀娟

近日，新都小学开展习
惯养成训练。 梁雪

近日，新都小学举行防
空防震演练。 吕丽丽

近日，新都小学党支部
志愿者开展清洁校园周边环
境活动。 由玉艳

近日，新都小学经典诵
读节目在山东省中小学生经
典诵读比赛中获一等奖。

丛静
近日，新都小学举行校

园开放周活动。 吕丽丽
近日，新都小学举行女

生生理卫生健康知识讲座。
吴英杰

近日，新都小学举行少
先队大队委竞选活动。刘静

近日，荣成市斥山街道
中心完小举行演讲比赛。

毕凌燕
近日，荣成市第25中开展

“行走荣成”研学活动。于晓
近日，寻山街道中心完

小举行心理健康教学观摩。
刘燕

近日，荣成市第23中开展
钉钉使用培训。 盛俊云

近日，荣成市第38中小学
部开展点亮微心愿活动。

邹悦玲
近日，荣成市虎山镇中

心完小开展传承经典诵读。
房玉霞

近日，荣成市人和中心
完小一年级举行队列比赛。

连有春

近日，皇冠小学举行现
场作文赛。 王丽萍

近日，皇冠小学举行队
列比赛。 王丽萍 张欢

近日，高区实验小学于
举行足球文化节活动。

王丽元 邵彦慧
近日，古寨中学开启家

长委员会驻校活动。孙妮静
近日，古寨中学召开中

考深度教学培训大会。
孙妮静

近日，古寨中学举行书
画创作比赛。 孙妮静

近日，长峰小学开展教
师粉笔字比赛。 姜红

近日，长峰小学开展安
全教育活动。 王倩玉

近日，长峰小学开展少
先队大队长竞选活动。

许文颖
近日，长峰小学开展食

品安全知识讲座。 赵桂娟
近日，长峰小学开展“瓶

中彩虹”科学实验活动。
赵桂娟

近日，长峰小学开展语
文教研活动。 张宗俊

近日，长峰小学举行班
级管理经验交流活动。丛娣

近日，长峰小学开展的
系列“悦读”活动。

丛艳丽 宋玉燕
近日，长峰小学开展法

律知识宣传活动。 李淑岩
近日，长峰小学开展食

堂开放日活动。 孙丹
近日，蒿泊小学开展冬

季传染病预防宣传活动。
鲍晓燕

近日，蒿泊小组织开展
视力检测活动。 刘蓓蓓

近日，环翠家长学校家
教报告会在千山路小学举
行。 杨媛媛

近日，古寨小学举行消
防安全实践性活动。倪素静

近日，古寨小学举行系
列活动培养学生品质。

倪素静
近日，青岛路小学开展

“秋冬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丛佳丽

近日，青岛路小学开展
“秋韵·秋趣”亲子活动。

丛佳丽
近日，千山路小学举行

校园广播操比赛。 张晓丹
近日，千山路小学开设

“候车学堂”系列课程。
杨媛媛

近日，明珠小学开展周
末系列研学活动。 吕紫薇

近日，明珠小学与锦宏
社区联合举办乒乓球联谊
赛。 于圣民

近日，凤林学校举行“实
施深度对话 构建活力课
堂”专家入校诊断活动。苗颖

近日，青海门源三中到
凤林学校开展交流研讨活
动。 苗颖

近日，荣成六中党支部
开展“学习宪法”系列教育宣
传活动。 刘庆艳

近日，荣成六中举行多
彩团建活动。 刘庆艳

近日，高区第二小学举
行消防逃生演练。

王娟 毕静

近日，高区第二小学举
行小散文教学观摩研讨活
动。 王文焱 毕静

近日，高区第二小学开
展青年教师基本功培训活
动。 李云云 毕静

近日，环翠区地理学科
青年教师培训活动在威海七
中举行。 戚亚瑜 李炫慧

近日，城中协作区生物
实验教学研讨活动在威海七
中举行。 李明霞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开
展家长笔记展评。

丛双 薛玉珍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举

行硬笔书法达标赛。
韩雪 李书贤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在
全校范围内进行推门听课活
动。 刘日冰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开
展法制培训。 鲁萍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举
行“家访月”活动。

张金 代小辉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举

行第六届阳光体育节。
薛玉珍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工
会开展健身操比赛。李书贤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举
行2018年中国少年先锋队代
表大会。 代小辉

近日，皇冠中学组织开
展主题班会课观摩活动。

王柏承 荆玉静
近日，皇冠中学开展“我

与队旗来合影”活动。
于闪娜 刘泽旭

速读 本报威海11月12日讯(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王霄) 近日，荣成市第
二十七中学隆重举行了第十一届“创
意飞扬，梦想起航”校园科技艺术节展
演，目的是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展示
学校多年以来注重素质教育的成果。

此次科技艺术节形式多样，科技
艺术节充分展示了全体师生饱满的热
情、昂扬的活力和积极向上、团结奋进
的精神面貌，营造了和谐、快乐、向上
校园文化氛围，是全体师生在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方面取得的又一硕果。

创意飞扬 梦想起航

本报威海11月12日讯(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曲敏君) 近日，环翠区审
计局联合环翠区住建局走进北七夼村
和环翠楼街道胜利、同德、峰泉等社区
开展“送法律进社区”普法宣传活动。

根据环翠区司法局普法工作要求，
环翠区审计局联合环翠区住建局通过播
放法律宣传教育片、面对面向群众进行
法律知识宣传等方式，普及宪法、审计法
律法规等法律知识，提升群众法制素养，
增强群众法治观念，推动群众形成“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行动自觉。

环翠审计开展送法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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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比赛
为增强教研团队的凝聚

力，彰显教师心中的爱党、爱
国的情感，近日，威海七中举
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教
研团队合唱比赛活动。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
讯员 周星灵 摄影报道

家长学校开讲
为传播先进的家教理念

与科学的家教方法，促进学校
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有机结合，
近日，塔山中学第38期“沐浴
书香 润泽生命”家长学校如
期开讲，370多名家长如约参
加。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周晶 摄影报道

眼科“小医生”
近日，统一路小学一年

级二班的学生们走进爱尔
眼科医院开展了“我是眼科
小医生”的研学旅行活动。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疏散演练
为打造平安校园，提高师

生安全防范意识、安全疏散与
自救能力，近日，威海九中举行
紧急消防疏散演练活动。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
员 季文慧 摄影报道

本报威海11月12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庞启荏苒 范钰莹) 9日，经

区小学生学习习惯现场会在曲阜学校小
学部召开，现场会围绕小学生学习习惯培
养主题进行，来自全区的120余名中小学
校长、教导主任、骨干教师参加了会议。

本次活动共有观摩学校体育课之“走
规矩线”、“五步拳展演”；观摩走廊润泽教
育习惯养成特色文化暨“10分钟课堂常规
习惯训练展示”；习惯养成课例观摩；《人
本入微 润泽行远》习惯养成专题报告四
大主题。

曲阜学校举行习惯养成现场会

本报威海11月12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苏莉莉) 近日，石岛实验中

学张红云校长带领学校部分中层领导干
部及骨干教师一行22人赴山东省博兴实
验中学参加了为期三天的跟岗学习培训
活动。两校本着“名校引领、教研互动、结
对帮扶、资源共享”的宗旨，积极探索“对
口支援”机制，积极开展观课议课、课例
研究、专业引领、结对帮扶等活动。

经过培训，首批参加学习的领导干
部及骨干教师已带着丰硕的学习成果返
回校园。接下来，参训教师将把学习中了
解到的高效课堂建设理念、导学案的科
学设计与使用、科研促教与新课程改革
的成果分享到自己所在的团队之中。

结对名校谋发展 组团充电求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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