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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畅园学校新学期开学工作扎实有效

新学期伊始，万象更新，
承载着梦想，孕育着希望，乳
山市畅园学校精心谋划，认
真准备，积极应对，扎实做好
春季开学各项工作，开学秩
序井然，师生面貌焕然一新，
教育教学很快进入正轨，为
全学年的各项工作开了好
头，打下了坚实基础。

开学伊始，在年级负责

人的指导和部署下，各班班
主任认真梳理一年来的工
作，总动经验，树立信心，认
清现状，积极深入新学年教
育教学工作，起到了统一认
识，凝聚人心，理请思路的
作用。紧紧围绕严格管理，
树立良好学风这个中心开
展工作，开展自查，并写出
自查报告，整顿学生中的不

良风气。安排学生会专门整
治课间追赶打闹，大声喧哗
尖叫，扰乱年级等怪现象，
有效制止了学生中的歪风
邪气，创造了良好学习氛
围。这一系列措施并举，充
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营造了浓厚的“比学赶带”
氛围。

(郑洪萍)

白沙滩镇中心学校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

为切实增强党员干部
自觉抵御邪教侵蚀的能力，
努力营造积极向上、健康和
谐的工作环境，引导干部职
工牢固树立“崇尚科学，反
对邪教”的理念，近日，乳山
市白沙滩镇中心学校党支
部开展了“拒绝邪教，从我
做起”主题党日活动。

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认真学习相
关党规党纪，筑牢反邪教防
线；在反思负面案例的基础
上加强警示教育；围绕反邪
教相关要求，党员结合自身
实际，围绕“如何从自身做
起拒绝邪教”开展讨论交
流。要求每一位党员要切实
认识反邪教工作的严峻性、
复杂性，用实际行动让拒绝

邪教成为自己的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通过本次主题党
日活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
清醒地认识到各种邪教对
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严
重危害性，大家纷纷表示，
一定坚定理想信念，强化纪
律意识，绝不参与任何邪教
活动。

(张宏)

荣成三中新校舍正式启用

本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宋爱静) 2021年
春季开学季，荣成三中新校
舍正式启用。

荣成三中新校舍占地
323亩，共23栋建筑，采用
欧式建筑风格，全校投资
约 5 . 8亿元，信息化投资
3800万元，设备投资5300
万元，可容纳60个教学班，

3000多名学生。新三中的6
栋教学楼，每个教室配有
中央空调及水暖系统，并
全部配套了最先进的多媒
体教学设备。其中，学生教
室安装86英寸希沃教学大
屏一体机加变轨黑板，实
验班教室采用86寸智慧纳
米黑板，每个教室都安装
点名球，依托AI课堂学情

分析系统，实现智能教学
互动与管理。同时有15个
教室安装了双师课堂，利
用网络互动视频直播技
术，将教育与信息化科技
相结合，实现一师授课，其
他教室的老师负责管理、
答疑等全新的教学模式，
这是全市唯一一家配备这
种先进技术设备的学校。

“宅经济”助推游戏产业站上投资风口

规模最大游戏ETF3月5日上市

在疫情催化下，“宅经
济”时代来临，作为“宅经
济”时代的重要载体，动漫
游戏的未来发展已经成为
大势所趋。而在二级市场
上，动漫游戏主题也被公
认为不容错过的一大投资
风口。3月5日，国内规模最
大、有效认购户数最多的

游戏ETF产品——— 华夏游
戏 E T F ( 交 易 代 码 ：
159869)正式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作为首批可以参
与国内动漫游戏产业指数
投资的工具，游戏ETF(交
易代码：159869)的上市，
无疑为投资者一键布局中
国游戏行业龙头企业提供

了高效、便捷的工具型利
器。

展望未来游戏产业的
发展，市场观点认为，游戏
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子行
业之一，中国游戏行业用户
市场连续四年高基数正增
长，每用户平均收入连续四
年复合增速超10%。

共同打造师生的精神家园

作为一名初中学生的
班主任，责任重大。要使班
级中几十位来自不同家庭、
性格迥异的学生形成一个
有共同奋斗目标，有严明的
纪律，有融洽师生关系及积
极向上的舆论氛围的和谐
整体，需要悉心组织，精心
安排，耐心培育，通过多种
教育方式，引导学生不断努

力，最终建设成一个优秀的
班集体。为此要做好：确立
共同目标，激发学生求知欲
及上进心；强化集体观念，
维护班级荣誉；建立班级组
织机构，明确责任意识；制
定班规，实施自主管理；尊
重学生的差异，促进个性发
展；形成优良的班风，培养
关爱精神。

班主任要着力营造一个民
主和谐、充满着生机活力的
精神家园，学生在这里获得
智慧、关爱、友谊，养成合作
与创新精神，感受到温暖与
快乐，在实现人生价值的同
时，体验着双倍的精神幸
福。

(荣成市实验中学 赵
春英)

海阳所镇中心学校：开好局，起好步，争创新辉煌

3月1日下午，乳山市海
阳所镇中心学校在二楼会
议室召开2021年新学期全
体教职工大会，规划新学
期，开启新征程，坚定信心，
鼓舞干劲，凝心聚力，奋力
推动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
步，争创新辉煌。

王银泉副校长结合新
学期学校工作计划以及近
期重点工作强调，一要做好
安全稳定工作，要压实责
任，全面加强安全稳定工
作，全面开展校园安全隐患
排查、整改工作。二要从严
要求，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
传染病防治工作，落实落细

机制优化、环境消杀、通风、
等各环节工作。三要抓紧抓
实，筑牢意识形态防线。充
分发挥学校作为思想政治
学科的作用和优势，学习好
宣传好党的好政策，积极弘
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激
发工作热情。四要凝心聚
力，抓好党风廉政。模范遵
守党章党规党纪，强化师德
师风建设，守住底线，不撞
红线，严守职业操守，“用心
干，别用心眼干”。五要夯实
主业，提升育人质量。发扬

“三牛”精神，用心用情用力
投入教育教学工作，不断提
升育人水平。六要久久为
功，促进教师发展。加强“导

学探疑”研究，转变教育教
学理念，改变课堂教学，减
少死记硬背、机械做题，实
现轻负高效。七要提前研
判，及时解决家长诉求。走
进学生和家长心中，切实了
解家长需求，增强服务本
领，提升家校沟通水平，增
进对学校办学的认同感、信
任度。意气风发新征程，凝
心聚力又出发。

在新的学期，全体海中
人定会不怕苦、能吃苦，铆足

“牛劲”，发扬孺子牛、拓荒
牛、老黄牛精神，奋力在牛年
创造新的辉煌，以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100周年。

(张风芹)

学党史、悟思想、提振干劲开新局
——— 乳山滨海新区(银滩旅游度假区)“党史学习教育”纪实

2021年3月3日，乳山市滨海新区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重要讲话精神。乳山市滨海
新区管委会主任侯卫强同志出席会议并讲
话，滨海新区各局室负责人参加此次会议。

侯卫强指出，学党史是建党百年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近期从上至下分别召开了
动员大会，大家要高度重视，利用学习教育
契机，深入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
实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形成主动学习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最终做到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侯卫强强调，要提高站位，进一步提
升政治理论素养。要与理论学习紧密结
合，在学党史、讲党史、懂党史、用党史中
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实际
行动，以思想提升、思路拓展，进一步开
创工作新局面。要找寻方法，进一步推动
重点工作落实。要学会从党史中悟思想、
悟经验、悟方法，在学党史中找到解决问
题的有效办法，着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
建设、精致城市建设、风险防范化解等当
前重点工作，用好“爱银滩俱乐部”这一民
生诉求渠道，扎紧1+9+139个治理网格，
扎实推进年度承诺的便民利民实事，让群

众切身感受到党史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
化，争取今年各项工作取得优异成绩，打
一场鼓士气、震人心的翻身仗。要担当作
为，进一步改进干部作风。把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与干部作风大改进行动等有机结

合起来，通过理论中心组学习、周三夜校
等形式载体，大力传承红色基因，解决不
担当不作为、执行力差等突出问题，以更
加奋发有为的作风投入到工作中去，推动
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后，各局室、社

区、企业等都要召开动员大会，传达上级
精神，研究落实措施，确保学习教育达到
预期实效。

2021年是滨海新区工作突破年。为培
育机关干部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的良好风尚，2021年3月3日，滨海
新区党群办科长徐园园进行《学党史、悟思
想、提振干劲开新局》专题培训活动。

徐园园同志围绕学习党史的三点要
求、学习党史的重要意义、如何开展党史学
习展开详细论述，针对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四个方面进行重点
讲解，为增加学习的趣味性，针对学习内
容，进行现场提问，并发放礼品，大家学习
热情高涨，积极参与答题活动。

学习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可以鼓
舞斗志、明确方向，学习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可以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学习党的
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可以启迪智慧、砥砺
品格，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全体机关干
部对学习党史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建党百年的重大时刻，“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滨海新区机
关干部将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
接建党一百周年。 (张学青)

进码头 助织网

3月4日上午，在威海市靖子
码头，威海市海岸警察支队孙家
疃派出所民警为渔民送去慰问
品，帮助他们收扇贝，织鱼网。在
走访工作中，民警力所能及为群
众解决困难，增进警民感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姜冰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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