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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山府前路学校举行学生微心愿圆梦仪式

近日，乳山市府前路学校
举办了“梦想微心愿 你我来
实现”微心愿圆梦仪式。微心
愿认领活动由学校党支部发
起，向相对贫困学生征集“微
心愿”，并号召广大党员教师
进行心愿认领。微心愿，微能
量。同学们的一本想了很久的
图书，一个文具袋，一个篮球，
一个书包。一个小小的心愿，
小小的梦想，老师们发挥自己
的微能量，传递爱心接力的正
能量，让有需要的同学如愿，
体现了党员教师对青少年一
代的关怀。

“微心愿活动，是一份爱
心、一份期待、一份激励、一
份唤醒，引导学生从身边做

起，从最小的事做起，也是党
员教师传递正能量、传递爱
心、传递温暖的重要内容。以
后像这样的活动我们还会继
续开展，给更多需要帮助的
学生带去温暖。相信我们的
同学也一定会拥有一颗感恩
的心，回报社会，回报他人。
为曾经帮助自己的人、为我
们的学校、为社会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同时把这份爱
化为学习的动力，奋发图强、
自强不息，把“个人梦”融入
到“学习梦”、“事业梦”之中，
努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オ。”
副校长勇晓明说。

党员教师向学生赠送微
心愿礼物，鼓励学生们用心学

习，学生从教师手中接过微心
愿，并向老师们鞠躬致谢。“谢
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助，让我们
感受到了社会这个大家庭的
关爱。”接受微心愿礼物的同
学们表示。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乳山
市府前路学校十分关心学生
的学习和生活，特别是对贫困
学生和留守儿童更是关爱有
加。每年学校都会开展“送爱
心”活动，用小小的礼物让学
生们感受到学校对他们的关
爱、同学对他们的关爱，使学
生更加幸福快乐的生活和学
习。

(于娜)

崖子镇中心学校开展课题研讨活动

为了巩固《基于核心素
养的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校
本课程开发研究》课题研究
成果，并进一步立足教学实
践，解决教学实践中出现的

新问题、新现象，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和学生知识成长，
营造科研兴校的氛围，提高
教学教学质量，近日乳山市
崖子镇中心学校开展关于

此课题的交流研讨活动，不
仅提高了研究者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而且推动课题向
更高层次发展。

(王美静)

午极镇中心学校开展“教学研讨月”活动

为了推动精品课堂研
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
进学生素养不断提升，乳山
市午极镇中心学校开展“教
学研讨月”活动，多种举措
提高教师专业素养。

本次研讨月包含四部
分内容：一、聚焦学生基本
能力及学习习惯培养，提
高其核心素养；二、开展基

于课标的教学评一致性全
科阅读教学模式，研究提
升课堂教学效率；三、牵手

“府前路”教研，开展新岗
教师听评课活动，补齐弱
势学科短板，提升教师课
堂驾驭能力；四、以优质课
评比为抓手，开展优质课
堂大赛活动，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为保证活动顺利

进行，中小学部各召开学
科 组 长 及 骨 干 教师研 讨
会，对本次研讨月的工作
进行了详细的部署。与会
教师纷纷表示，要以本次
活动为抓手，立足于课堂，
专注于学生，优化教学方
式，提升自身的课堂驾驭
能力。

(姜丽玲)

乳山特校开展诚信教育活动

诚信是人类的无形资
产，人无信不立，商无信不
通，国无信不稳。拥有了诚
信，我们就拥有了这个世
界，所以诚信教育是非常重
要的，为此，特教学校开展
了一系列诚信教育宣传活
动。

充分利用校园LED屏
滚动播放诚信内容的口号，
营造浓厚氛围。举行“诚实
做人、守信做事”国旗下讲
话，让学生了解诚信的内

涵，认识诚信的基本要求是
对人守信，对事负责，感受
诚信是每个人立足于社会
的通行证。

各班级开展“诚实守
信”主题班会，通过讲诚信
故事、学诚信格言、古训等，
明白诚信就是实事求是，诚
实做人，做事讲信用。通过
做诚信游戏，让学生深入体
会讲诚信的重要意义。

各班设立诚信榜，激励
同学将诚信行为形成习惯。

凡是弘扬诚信美德，如：讲
诚信故事、回答有关诚信的
问题、主动认识自己不诚信
的过去等等，皆可获得一个
诚信红星。记录下每个同学
的诚信表现，学期末结束评
选诚信小明星。

此次活动让同学们懂
得了讲诚信的重要意义，明
白了在生活中要坚持诚信
为本，实事求是，诚实做人，
做事讲信用。

(姜文信)

乳山口镇中心学校举行系列安全教育活动

针对学生安全意识薄
弱的实际情况，近期乳山市
乳山口镇中心学校对学生
进行了一系列安全宣传和
教育活动。

开展防震减灾疏散演
练活动，增强全体师生的防
震减灾和应急避险意识，强
化学生在地震发生时采取
的防护措施和方法，提高师
生紧急避险自救自护互救
的应变能力。整个活动中发
出两次信号，第1次信号响
起时，学生迅速将身体蜷
缩，双手抱头躲在课桌底下
或墙角旁边，第2次信号响
起时，各班学生按路线分别
从教室撤离，当全体师生集
中到操场后，同学们双手抱
头快速蹲下，各班班主任清
点人数并报考撤离学生人
数，整个演练过程高效有序

达到了预期效果。
开展了“预防流感，健

康生活”主题活动，一组织
学生每天课间操、体育课、
大课间由体育教师和班主
任老师带动，坚持跑步跳绳
等活动；二是落实晨午检制
度，班级每天定时进行消
毒，加强登记制度，预防隔
离措施等；三是号召召开主
题班会，让学生了解如何强
身健体预防流感；四通过班
级多媒体播放，预防流行性
感冒的卫生法知识讲座视
频，学校旨在通过系列活动
切实将传染病防控工作纳
入常态化管理。

举办安全知识演讲大
赛，以“你说我说安全知识，
牢记心中”为主题，组织全
体学生，先以班级为单位进
行，每班选出一名优秀者，

再参与学校的演讲，最终的
演讲成绩纳入班级考核，这
样让大家都参与其中，重视
并真正体会安全的重要。

开展交通安全教育系
列活动，各班积极开展各种
形式的交通安全教育主题
班会，学习交通安全教育手
册，由大队辅导员老师组织
了一次交通岗安全讲座，对
全体学生进行有关走路乘
车等交通安全知识教育，下
发了文明出行致家长的一
封信，强化了小手拉大手的
带动方式，使学生不仅自己
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还要带
动家长注意交通安全。

通过这一系列安全教
育活动，同学们学到了很多
安全知识和技能，更加懂得
生命的可贵，安全意识更深
入了大家的心中。(任宗淑)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筑牢廉洁自律防线

石岛实验中学开展学生心理拓展

近日，为增强学生的凝
聚力，培养互助合作精神，
石岛实验中学心理团队在
卞君燕老师带领下组织同
学开展心理拓展活动

通过本次心理拓展，
同学们对团结、责任和心
态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
理解，不但认识到了团队
的重要性，更深刻体会到

任何时候都要对自己有信
心，不抛弃、不放弃，并能
更加从容地面对今后的学
习生活。

(韩小伟)

石岛实验中学召开学科教学模式研讨会

10月9日，荣成市石岛
实验中学学科教学模式研
讨会在阶梯教室召开。本次
研讨会由李校长主持。

课堂教学改革是推进
课改的关键，是学校的头等

大事，要求在课堂教学中对
讲课细节要进行提炼、提
纯，这也是教学改革中推陈
出新的大胆尝试；要落实教
学中的“三讲三不讲”，明确

“三不讲”是“三讲”的基础

和前提，“三讲”是“三不讲”
的延伸和强化，不讲有不讲
的实效性，讲有讲的针对
性。讲和不讲要根据学生的
学情而定，以期最大限度地
服务学生学习。 （汤晓）

劳动践孝行，重阳情更浓

为让学生体验“劳动
最光荣”，感受劳动者的辛
苦付出，荣成市石岛实验
中学开展以“劳动践孝行”

为主题的重阳节劳动教育
活动。

同学们在“西寺村”为
老人打扫卫生、翻晒玉米、

包饺子、陪老人聊天，用自
己的双手为老人们送上节
日的祝福。

(汤晓)

良好的亲子关系，从沟通开始

近日，荣成市石岛实
验 中 学 家 庭 教 育 讲 堂 的
常 老师通 过 心 理 健 康 中
的“刺猬效应”，生动地展
现 出 后 疫 情时代 亲 子 之
间相处的现状，分析了中
小 学 生 亲 子 矛 盾 产 生 的

原因。
常老师凭借多年从事

心理咨询的丰富经验，围
绕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亲子
关系问题，深入浅出地为
家长们提供了行之有效的
避开沟通误区的对策：不

做“超限型父母”、不做“全
能型保姆”、不做“踢猫式
家 长 ”、不 做“ 抱 怨 型 父
母”、不做“争吵型父母”。
此次讲座得到学生及家长
的一致好评！

(韩小伟)

“我运动 我健康”
温度越来越低，锻炼更为必要。10月份，普陀路小学举行以“我运动，我健康，

我快乐”为主题的阳光体育健身月活动。考虑到学生健身需求不同，项目包括集
体迎面跑、50米短跑、跳绳、仰卧起坐、趣味游戏等。

(李宏伟 马亚丽)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筑牢党的战斗堡垒，坚决扛起全面
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始终保持永远
在路上的政治清醒和高度自觉，乳
山市滨海新区纪工委组织开展系

列培训活动。
主题宣讲活动
为提高机关干部对全面从严

治党工作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党的
领导力、凝聚力。滨海新区纪工委

副书记、监工委副主任夏晓东同志
在二楼会议室向全体机关干部开
展学习解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全面从严治党主题宣讲活动。

夏晓东同志围绕实现问责制
度与时俱进、提高问责工作的政治
性、提高问责工作的精准性、提高
问责工作的实效性和抓好《条例》
的贯彻执行五个方面展开详细论
述。在严谨扎实的理论讲解基础
上，辅以发人深省的违法违纪案
例，让全体机关干部深刻认识到，
必须要将《条例》精神融会贯通在
本职工作中，杜绝不良行为的腐
蚀，以实际行动维护制度权威，做
制度执行的表率。

细致解读文件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提高党员干部对廉洁自律重要性

的认识，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
生态，乳山市滨海新区纪工委对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
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关于受党纪处
分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
有关问题的意见》进行细致解读。

滨海新区纪工委针对受党内
处分的七种情形，参加年度考核具
体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同时，进一
步强调党员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
自己，清廉为官，把对党和人民的
责任扛在肩上，记在心中，正确行
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

相关法规解读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提高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意识和
思想认识。乳山市滨海新区纪工委
对“机关干部违规从事营利性活
动”相关法规进行详细解读。

滨海新区纪工委结合具体事
例，对“营利性活动”的具体定义，公
务员是否可以兼职以及公务员违规
从事营利性活动所要承担的后果进
行详细说明。同时，进一步强调，党

员干部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严格遵

守党的纪律要求，遇到生活上的困

难，及时向党组织说明情况，切忌作

出违反党章党规的行为。

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

乳山市滨海新区纪工委下一步将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和管

理，以更严的作风、更实的举措推

进滨海新区纪检监察工作，为滨
海新区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坚强的
纪律保障。

(徐园园 张学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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