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千山山路路小小学学打打造造有有深深度度的的““思思政政课课””

《菜园里的爱》

在我家门前，有一个小菜园，
奶奶在里面种了很多菜。

这些菜在超市里很容易买得
到，可奶奶总是觉得超市卖的菜
不新鲜，而且还打过药，对身体不
好。

她天天都去小菜园劳作，也
不休息。隔三差五，奶奶就给菜浇
水。她住二楼，浇水时，她就歪斜着
身子，用手使劲拎着大水桶，慢慢
下楼梯，然后将水细心地、均匀地
浇在菜上。到了冬天，奶奶还会给
菜盖上棚子，让菜们暖和一点。

在奶奶的细心照顾下，白菜
长得又大又绿，茄子在阳光下闪
着紫光，辣椒也显得非常翠绿闪
亮。奶奶每天都会去菜园里看有
没有成熟的菜，没有成熟的菜，她
就去看有没有成熟了的桃子，有
的话就摘给我吃。我让奶奶也吃，
可她总是摆摆手，说：“你吃吧，我
不爱吃桃子。”

奶奶在每次吃饭之前，总是

出去看看菜有没有被人偷。有一
次，两个工人在附近工作的时候，
竟然过来偷走了两个大南瓜。她
一想起来这件事就特别生气、心
疼，一直念叨：“这帮人真会挑，哪
个好挑哪个，唉，孙子最喜欢吃南
瓜……”

奶奶去菜园“巡逻”的次数更
多了，菜们一旦长大成熟，她就立
马采摘回家。然后经过她的一双

“魔法手”，将它们变成一盘盘饭桌
上的美味，奶奶的“唠叨”也会同时
出现：“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奶奶的菜园虽然很小，但充
满了浓浓的爱。
威海第二实验小学 3年级5班
边康瑞
指导老师：刘煜超
点评：作文写作角度棒，把小菜园
作为切入点，不仅写出奶奶的勤
劳，更写出奶奶对我的爱。这爱虽
然很朴实，但读来却触动人心。

悦阅乐“王一梅”作文专栏

本报威海 4月 2 9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王秀君 )

近日，荣成六中举行海洋牧场
研学活动。高二师生来到爱伦
湾海洋牧场，亲身体验海洋文
化，学习海洋生物知识。

在海洋牧场体验馆，养殖
鲍鱼、海带、扇贝的各式工具让
学生们耳目一新，而开放的养

殖池内，海胆、海星、寄居蟹、河
豚等各种海洋生物形态各异，
让学生们倍感新奇，纷纷与它
们“亲密”接触。本次研学活动，
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了海洋文
化，拓展了海洋生物知识，深刻
地认识到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
性，更增强了学习文化报效家
园的情怀。

荣成六中开展海洋牧场研学活动

本报威海4月29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丛红波) 近日，凤
林学校开展了“家长进校园 携手
促发展”开放日活动，近千余名家
长走进学校参与此次活动。

当日，家长们走进课堂，实际
观摩了任课老师的课堂教学。教师
对家长们提出的家庭教育问题分

析了原因，并拟定了解决方案。另
外，家长们还实地参观了学生餐
厅，校领导详细介绍了餐厅食材采
购、加工情况，家长、师生一同共进
午餐。活动后，学校通过座谈交流、
问卷反馈等形式，多渠道、多层面
做好家长意见的征集、问题的解
答。

家长进校园 携手促发展

本报威海4月29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张晓丹)

近日，千山路小学借力道德与
法治优势学科建设，探寻课堂
中的“目标、教学、评价一致性
下的体验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之道，让“思政课”有深度、有高

度、有效度，力争在学生成长的
“拔节孕穗”期，播下道德的种
子。

千山路小学“基于核心素养
的体验式德育课程的构建与实
施”这一研究项目经过层层选
拨，被评为2019年度山东省基础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在此项目研
究的引领下，结合体验教育特色
与道德与法治学科的“综合性活
动课程”这一学科特性，确立了

“目标、教学、评价一致性下的体
验活动的设计与实施”这一研究
主题，并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了一

系列的教研活动。
校长倪红梅亲自上阵，执

教《拒绝“诱惑”》一课，从“迷恋
电子游戏”这一问题入手，引导
学生从为什么迷恋、有什么危
害、该怎么对待三个方面，学会
尝试辩证地看待事物的方法。

教研组长辛梅玲老师，执教《我
眼中的男生女生》一课，通过

“是他还是她”、“我会分配”、
“我来夸夸你”的体验活动，让
学生认识到男女各有优势，学
会发现和欣赏异性同学的闪光
点，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异性。

青岛路小学开展环保主题活动

本报威海4月29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鞠建妮 徐
妮娜 ) 为增强学生们保护地球
的意识，4月2 2日，在“世界地球
日”当天 ,文峰社区工作人员和青
岛路小学共同举办了“以废换
绿，变废为宝”为主题的手工作
品制作展示活动。

现场，学生们充分发挥自己

的想象力 ,用一件件手工作品来
表达他们对地球的热爱和珍惜。
在“变废为宝”手工展示环节 ,社
区工作人员和老师指导学生们
亲自动手 , 利用废旧物品进行
小创作：废旧布料制作布贴画，
矿泉瓶做手工花花瓶……他们
把废物变成了“美好的手工艺
品”装点校园。

本报威海4月29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李海云 ) 为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心理健康
水平，增强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应
对学生青春期的系列问题，近日，
凤林学校举行了心理健康系列教
育活动之“真爱需要等待”心理健
康讲座。

威海市妇幼保健院的心理学

专家王青妍教授就青春期学生生
理特点、心理特点、人际关系、情
感处理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生动的
阐述，通过鲜活生动的案例，对现
场学生进行了很好心理疏导。据
了解，凤林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
纳入到生命成长德育课程体系当
中，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学生的心
理健康保驾护航。

凤林学校举行青春期心理健康讲座

本报威海4月29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丛春晓 ) 为
深入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广
大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将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工作全过程，近日，经区实
验小学工会组织工会成员观看
了电影《老师·好》。

此次观影活动受到学校教

职工的广泛欢迎。大家纷纷表
示，虽然影片讲述的是八十年代
的故事，但是通过影片在新时代
中重新审视师生关系，如何当好
新时代的“四有”好老师有了更
多的思考。学校工会今后将继续
开展更多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丰富广大教职工的精神文化生
活。

经区实验小学组织教师观看《老师好》

本报威海4月29日讯(记
者 陈乃彰) 4月份是第31
个爱国卫生月，为提升全民
健康素养，推进“健康社区”
建设，4月25日，大众社区党
总支社区开展了以“维护人

人健康、迈向全面小康”为主
题的爱国卫生月宣传服务活
动。

活动紧紧围绕“共推
厕所革命·共促卫生健康”
主题，向辖区居民广泛宣

传介绍健康素养 6 6条、婚
前健康检查、免费孕优检、
妇女“两癌”筛查等政策和
科普常识，并免费向育龄
群众发放计生药具和和粘
鼠板。

大众社区爱国卫生月活动

本报威海4月29日讯(记
者 陈乃彰 通讯员 王
蕴薇 ) 为激发学生对祖国
灿烂文化和语言文字的热
爱，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
写字习惯。近日，长峰小学
举行了“诵经典，写美字”比

赛。
第一阶段开展了写字

考级赛。本次写字比赛内容
为《弟子规》节选。此次写字
比赛学生个人评出金银铜
奖。第二阶段开展了诵写达
标赛。诵写比赛内容为《弟

子规》节选，并为授予获奖
学生“经典诵读小标兵”称
号。通过开展“诵经典，写美
字”的活动，为学生营造了

“经典诵读”的浓厚氛围，还
培养了学生“写规范字”的
良好习惯。

长峰小学举行诵经典写美字比赛

本报威海 4月 2 9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张梦雨 王文航) 为提高
师生交通安全意识，近日，
威海七中邀请威海市交警
二大队副队长秦蕾，为师
生开展“关爱生命，快乐成

长”交通安全主题课程。
秦队长通过交通安全

教育宣传片，向师生讲解
了行人交通安全、自行车
交通安全等道路交通安全
知识。本次讲座进一步增
强 了 师 生 的 交 通 安 全 意

识，让大家把“遵守交规，
安全你我”牢记心头，促进
了校园安全建设。威海七
中将继续在校园安全月里
开展系列安全主题课程，
逐步提升学生各项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威海七中开展交通安全主题课程

本报威海4月29日讯(记
者 陈乃彰 通讯员 黄
蓓 ) 为了进一步推进学校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材解
读”课题研究，促进“教学评
一致性”研究的深入落实，
近日，蒿泊小学举行“单元
整体备课”展示系列活动。

本 次 活 动 共 分 四 部
分，一是由二年级邵智辉
老师进行单元整体分析；
二是由岳小妤老师进行二
年级下册《万以内数的进
位加法》课堂展示；三是由
杨丽丽老师进行《三位数
加三位数不进位的加法》

说课；四是全体数学组老
师及各教研组长在侯军秀
副校长和教导处周金香主
任的带领下对单元整体分
析、说课及展示课分别进
行了细致的点评，从理论
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高
屋建瓴的指导。

蒿泊小学举行备课展示活动

汲取榜样力量

为持续、深入学习殷树山同志先进事迹和崇

高精神，近日，威海七中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前

往塔山社区“树山书屋”和“树山印迹”纪念馆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进行实地党性教育。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张颖 摄影报道

圆梦微心愿

为满足孩子一个“微心愿”，近日，新都小学党支

部举行“圆梦微心愿”捐助活动。老师们组成“校园爸

爸 校园妈妈”团队，根据受助学生的事迹情况，有

重点地从物质、精神或心理等方面对学生予以关怀。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马骏 摄影报道

牢记使命

近日，锦华小学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走近殷树山”实地党性教育活动。教师们

深入学习了殷树山老人对党忠诚、服务群众的先

进事迹。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蔡永勤 摄影报道

消防演练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消防安全工作，提高师生的

自我防范和自救能力，近日，古寨小学举行以“安全

第一 生命至上”为主题的消防演练活动。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倪素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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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征路小学积多
措推进食堂管理工作。

董艳荣
近日，长征路小学多举

措打造多维空间教学。刘丽
近日，长征路小学开展

了家长读书沙龙活动。
董艳荣

近日，高区实小组织全
校学生进行视力检测活动。

刘欢
近日，高新区实验小学

举行教师读书分享活动。
张维婷 马榕

近日，高区实验小学一
年级开展了“播种春天”主题
活动。

楚艳荣 李莉

速读

名著讲坛

近日，威海九中举行了“永远的家书 永恒

的傅雷”名著讲坛。本次讲坛由董纯老师带领学

生们重温傅雷父子笔尖上的温情，了解《傅雷家

书》及其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董纯 摄影报道

安全演练

为了进一步增强全体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近

日，经区实验小学开展了消防逃生演练及灭火器使

用演练活动。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邹雨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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