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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高端饮用水市场，中粮悦活新品亮相糖酒会
本报讯 近日，中粮集团旗下的悦活高

端瓶装饮用水家族再添新成员—悦活峨眉
山天然矿泉水。新品于4月7日-9日在成都开
幕的第104届全国春季糖酒商品交易会上首
发亮相。

糖酒会现场，悦活峨眉山天然矿泉水凭
借集自然与文化为一体的创新包装以及清
冽甘甜的独特口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参
展商和媒体的关注。据悉，该产品也是继“悦
活贝加尔”系列后，悦活品牌为消费者奉献
的又一款来自优质水源地的纯净好水。

峨眉山：孕育珍稀岩层，天成一方好水

白垩纪末期崛起的峨眉山，八亿年的底
壳巨变，孕育珍稀的史前玄武岩，自地球深
处的诸多有益矿物质元素伴随地壳的变动
涌现地表，滴滴甘霖层层渗透，经七千万年
的岩层雕琢，二百万年的春风化雨，天成一
方好水。

悦活峨眉山矿泉水水源井深1652米
(是目前国内已开发利用的最深的饮用
天然矿泉水源井，可谓“深泉”)。该水源
赋存于寒武系碳酸盐地层中的白云岩岩
段，经过更深的地质层渗透和矿化，远离
地表污染，水源富含丰富的锶、偏硅酸等

矿物质元素，锶含量0 . 2 - 1m g /L，偏硅
酸含量5-25mg/L，水质综合质量较为稀
缺罕见，是更适合人体饮用的天然矿泉
水资源。

悦活：品牌护航品质，健康引领生活

悦活，作为中粮集团旗下品牌，致力
于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自然的饮品。
为了甄选优质水源，中粮悦活多次深入水
源地，反复实地考察及检验论证，在“尊重
天然”“呵护自然”的基础上，以水源自身
的特色，打造与众不同的独特产品。中粮
悦活此次将峨眉山优质水源引入市场，产
品在采集、加工以及全面水质检测等方面
均采用中粮集团的严格标准，保证每一瓶
水都是无污染纯天然的高品质矿泉水，让
消费者放心地享受天然、品味自然。此次

“悦活峨眉山天然矿泉水”的面世，将进一
步丰富中国消费者在优质矿泉水上的选
择，推广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引领乐
活主义生活潮流。同时，中粮悦活也希望
通过多元化的水饮产品介入更多的消费场
景，提升瓶装水市场消费层次，在行业结
构分化日渐明晰的情况下引导行业向高端
化、健康化发展。

一晚上，荣成交警逮了19个“酒司机”

本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孔冰) 8日晚上，
荣成交警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夜查，共设置执勤卡口12
处，出动警力150余人。20时
许，在市区新庄岗附近，一
辆轻型普通货车接受例行
检查时，民警发现驾驶人徐
某说话伴有一股酒精味，于
是对其呼气检测，发现他的

血液中酒精含量为40mg/
100ml，属于酒后驾驶。

民警询问得知，徐某
中午和朋友在新庄岗附近
某饭店喝酒直至晚上，本
以为自己喝的不多且自家
距离很近，就想着把车开
回去，没想刚上路被交警
逮了个正着。民警当场对
徐某采取了行政强制措

施，暂扣其驾驶证。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
规定，徐某酒后驾驶将被
处以罚款1000元、记12分，
驾驶证暂扣6个月。

当晚共查纠酒后驾
驶、涉牌涉证、超员超载、
改装改型等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138起，其中酒后驾驶
15起，涉嫌醉酒驾驶4起。

科学家精神报告团走进荣成三中

本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宋爱静) 4月8日
上午，科学家精神报告团

“‘传承2021·永怀讲堂’走
进荣成”活动在荣成三中
开讲。中国科协科学家精
神报告团成员、“两弹一
星”功勋科学家黄纬禄院
士之女黄道群女士到荣成
三中做题为《我的父亲黄
纬禄》的报告。

报告会中，黄道群女

士深情追忆了黄纬禄院
士生前的点滴往事以及
为我国导弹研究所做出
的重要贡献。她用朴素的
语言讲述了黄纬禄院士
少年时期孜孜不倦的学
习经历、青年时期贫困不
堪的艰苦生活、中年以及
老年时期对导弹事业和
科技强国所作出的巨大
贡献。在讲述黄纬禄院士
的艰苦岁月和勇攀科技

高峰的科学家精神时，黄
道群数次哽咽，台下听众
都深受感动，现场不时响
起热烈的掌声。讲座结束
后，黄道群女士与三中学
子进行了互动问答。在问
答环节中，现场的同学积
极提问，黄道群女士耐心
细致地回答了同学的问
题，也让在场的学生了解
到了除了科学家的身份
之外的父亲黄纬禄。

府前路学校积极推动英语教研开展

近日，乳山市府前路
学校组织召开英语教学研
讨专题会议，重点围绕初
中英语层级渐进式写作教
材策略为题开展研究，引
领教师进一步提升科研意
识，准确把握科研方向，理
清思路，明确方法，以研促
教，以研强师。此次会议，
重点围绕解决教育教学中
的突出问题和困惑进行研

讨，力争为农村英语教师
提供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
方法，让他们积极主动的
走进初中英语新课程，不
断更新教学观念和教学方
式，切实提高农村初中生
英语写作水平尤其是养成
良好的写作学习习惯。

下一步，根据因材施
教的原则，教师将制定出
与高、中、低层学生学习可

能性相适应的分层作文教
学目标。通过分层递进的
教学思路，力争使高层学
生达到“一类”作文水平；
中层学生由“二类”向“一
类”作文水平递进；低层学
生由“三类”向“二类”作文
水平递进，逐步激发学生
的写作兴趣，进而提升写
作能力和作文水平。

(姜艳艳)

下初镇中心学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为全面增强师生“学
党史”的主观能动性，乳山
市下初镇中心学校创新学
习载体，丰富学习形式，迅
速掀起党史学习热潮。下
初镇中心学校各班级召开

“学史明责 知史爱党”主
题班会，通过短视频、宣传
片向学生讲党史故事、讲
经典战役、讲革命传奇，组
织学生争先竞选“党史关

键词”代言人，组建“学党
史小小宣讲团”，让红色经
典咏流传，让学生明白今
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让学生“知党史、温党情、
感党恩”，增强师生学习
的参与性、趣味性、积极
性。组织部分少先队、共
青团员、党员代表到马石
山红色教育基地、胶东乳
娘纪念馆进行校外红色主

题教育，追忆战火连天的
战争岁月，缅怀先烈的丰
功伟绩，培养爱国情操。系
列活动的开展不仅加深了
教师的党性认识，坚定了
跟党走的决心，而且进一
步增强了广大师生的责任
感与使命感，使党史教育
更加入脑入心，提高教育
实效。

(李金玲)

车抛锚导致道路拥堵

民警雨中推车解困

本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刘岚) 4月12日7时
许，威海公安局交警支队三
大队民警巡逻至杨家滩岗时
发现，一辆小型客车停在路

口，影响过往车辆通行。
民警立即停车上前询

问得知，车辆抛锚无法行
驶，为防止进一步造成交通
拥堵，民警立即将车辆推至

不影响交通的地方，一方面
迅速联系就近警力通过外
围调流、内围疏导，妥善处
置积压车辆，确保该路段道
路交通迅速恢复正常。

“守护”
4月12日早，威海交警六大

队民警提前部署警力站好中小
学助学岗，保障雨天学校周边交
通秩序畅通有序，确保学生安全
入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刘云鹏 摄

影报道

“体验”交警
为扎实推进公安交警队伍

教育整顿，4月11日，威海交警
一大队开展警营开放日爱民实
践，邀请翠竹小学20名学生及
家长参观警营。大队骑手首先
展示了警用摩托车驾驶技能，
随后队列礼仪教官带领大家学
习交通指挥手势，最后参观大
队分指挥中心视频监控系统，
并共同收看了“文明出行有你
有我”“交警大讲堂”“一盔一
带”等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教育
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刘顺 摄影

报道

简讯

3月30日，神道口小学
全校老师进行广播操练习，
增强了身体素质，为全校师
生共同养成运动的健康好
习惯打下基础。

（曲玫华）
为落实《威海市基础教

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
广应用工作方案》，引导全
体老师更好领会和实施情
境教学，4月7日，望岛小学
召开“走向深度教学的情境
教育”研讨会。（张耀今）

为加强教师基本功，神
道口小学开展青年教师每
日粉笔字练习，不仅能体现
教师形象，更能给学生以潜
移默化的示范。 （高洁）

3月13日上午，钦村小
学“红领巾”青少年志愿者

牵手红色物业，举行“大手
牵小手，共建美好家园”志
愿揭牌仪式。 （田玮）

4月12日，后峰西小学
举行以“传承红色基因，做
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的红
色戏剧表演，参演剧目有

《长征路上》《少年英雄王二
小》《闪闪的红星》《为中华
崛起而读书》。 （鞠铭）

钦村小学于3月12日开
展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按
照指定路线进行疏散，提高
了全校师生的应急防护能
力。 （邹翠翠）

近日，钦村小学开展建
设班级“植物角”活动，培养
学生爱护植物、保护环境的
意识。 （孙倩倩）

3月9日，福泰小学组织

师生开展“摘菠菜——— 洗菠
菜——— 品菠菜——— 写菠
菜”,孩子们动手劳动，然后
送到食堂加工凉拌菠菜、菠
菜汤，最后写出感受。

（徐子琳）
4月12日，后峰西小学

举行“传承红色基因，做新
时代好少年”诗歌朗诵比
赛，四五年级各班选手依次
登场，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
朗诵赢得阵阵热烈的掌声。

（王美富）
为让小学生了解消费

者权益，3月15日，福泰小学
四年级七班学生参加了“放
心‘莱’消费诚信赢‘海’
贝”——— 莱海社区放心消费
商家诚信承诺活动。

（刘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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