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七中师生走进“十八里担架道”红色展馆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于清全) 近日，
威海七中组织学校党员教师、团员
代表、少先队员代表参观“十八里
担架道”红色印记展馆。

在讲解员带领下，师生们回顾
了威海保卫战中担架队员们冒险
运送伤员的感人故事，重温了那段

发生在胶东土地上的奋斗历程，激
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
感，更加坚定了知党、爱党、信党、
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十八里担架
道”是记录军民血肉联系的丰碑之
路，更是人们心中不泯的精神之
路。活动结束后，各班级开展了学
党史活动。

城里中学举行“我为英雄画像”绘画比赛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戚晶颖) 近日，城
里中学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暨“我为英雄画像”现场绘
画比赛。

赛前，学生以自主学习的方
式，自行搜索建党以来先进典型的
党员代表，了解这些英雄人物事迹
经历。比赛中，学生每人挑选一位

最喜欢的英雄人物，搜索其画像，
以头像或半身像的形式打印出来，
带到学校，利用美术课和课余时间
完成作品绘制。赛后，学校全体美
术教师以团体评比和个人评比两
种方式，对上交作品进行奖项评
定，鼓励并保护每一位参赛学生的
美术兴趣。最终，共出50余幅优秀作
品进行了线上、线下展览。

古寨小学开展微党课大赛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倪素静) 为进一
步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参与党史学
习教育，切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近日，
古寨小学举行“讲好党的故事，共
庆建党百年”微党课大赛。

比赛中，每一位选手全情投
入，生动讲述了党的发展史、奋斗

史及身边优秀党员的事迹，引起了
现场教师的共鸣。不同的角度，丰
富的内容，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刻
的感悟，一堂堂生动的党史课演绎
了党性的核心主旨，传递了积极向
上的正能量。党员们纷纷表示，要
继续深入学习党的百年历史，从历
史中获得走向未来的视野和胸襟，
汲取赢得未来的智慧和力量。

温泉学校党总支开展红色研学活动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刘致杭) 为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近日，温
泉学校党总支开展“学党史 跟党
走“红色研学活动。

走进郭永怀纪念馆，讲解员
为大家讲解了郭永怀同志的生平
事迹。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在自
己的岗位中发光发热，为祖国作

出贡献。参观学习后，全体党员深
刻认识到，郭永怀已经不再是一
个名字，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不怕
牺牲、奋勇向前的红色精神，在今
后的工作中要无私奉献、勇于创
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红色
精神激励自己，不断取得新的发
展，实现新的突破，创造新的业
绩。

城中协作区举行师生大阅读展示活动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蔡永勤) 4月8日，
城中教育协作区在锦华小学举行

“从小学党史 永远跟党走”师生大
阅读展示活动。

现场作文大赛中，学生们通过自
己的视角，观察记录自己身边的缤纷
世界，从不用角度，不同层面，表达了

自己对党的热爱，对祖国母亲的感恩
及对当下美好生活的无比珍惜。

红色经典诵读活动中，小选手
们讲述了少年雨来、小兵张嘎、黄继
光、邓世昌等英雄人物的故事。他们
用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的表演及朗
诵，表达了对英雄的赞美，对党和国
家的热爱。

高区二小党支部开展书记讲党课活动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 为进一步推动
党员干部深入参与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近日，高新区第二小学党支部开
展书记讲党课活动。

学校党支部书记林秀芳从重
温党的光辉历史、分享红色经典
故事、立足本职岗位三个方面进

行讲述。中国共产党艰苦而又伟
大的发展历程、一个个红色动人
的故事深深吸引着在座的党员教
师们。林秀芳表示，学生工作要和
党史精神相结合，将“忠义”文化
渗透到日常的工作中，老师们也
主动分享了如何将自己工作与

“忠义”文化相结合。

威海市实验中学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王娟) 为深入学
习党的光辉历史，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信念，3月19
日，威海市实验中学组织全体党员
赴一战华工纪念馆党性教育基地，
开展“回望百年党史，共庆百年华
诞”主题党日活动。

一战华工纪念馆是我国首家华
工专题纪念馆，展览通过大量珍贵

图片、文字和视频史料，以沙盘、模
型还原了一战华工当时的部分工作
场景。参观着馆内200余件实物展
品，聆听着那段艰苦而英勇的历史，
庄严、沉重、压抑、奋争的情绪顿然
而生。“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
最好的清醒剂。”通过参观一战华工
纪念馆，党员同志们铭记一战华工
的历史贡献，深入探究近代中国历
史发展轨迹，从对历史的回望与思
考中，汲取着奋进的力量。

长征路小学成立“红领巾宣讲团”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孙晓静) 为进一步
激发少先队员们爱党、爱国热情，近
日，长征路小学以红领巾课程建设
为抓手，成立“红领巾宣讲团”，用红
色文化引领育人实践，让红色教育
根植经长征学子心田。

据了解，红领巾宣讲团是长征

路小学少先队员特色实践活动组
织，以故事讲述、中队主题活动为
主线，围绕“榜样故事”、“红色经
典”两个专题板块展开宣讲。在举
行的“讲红色故事，知辉煌党史”朗
诵比赛中，张艺馨等19名优秀队员
获得一等奖，成为首批红领巾宣讲
团成员。

威海九中开展清明节祭英烈扫墓活动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 3月28日，威海
九中团委组织团员在威海市烈士
陵园开展了主题为“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革命精神”清明节祭英烈扫
墓活动。

上午九时，在烈士纪念雕
像前，副校长邹源杰和团员代
表蔡瑜尚君向革命烈士献上鲜

花，全体师生低头默哀 3分钟，
表 达 对 革 命 烈 士 的 怀 念 和 哀
思。随后，团委书记殷金松致辞
号召同学们牢传承革命精神，
胸怀祖国，做祖国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最后，同学们有序参观
烈士雕塑和墓碑，祭扫烈士墓，
擦拭墓碑，敬献菊花以表达对
烈士们的哀思。

高区实验小学“青葵小讲堂”开讲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丛宇美) 为提高
数学表达能力，培养学生数学核心
素养，近日，高区实验小学开展了

“我是小老师”数学讲题活动。
活动中，赵丽老师倡导数学教

师组织学生居家录制3分钟左右的
讲题小视频。要求学生讲题时语言

表达清晰、严谨、有逻辑性；要抓重
点、难点；讲题不要紧张拘谨、语言
要流畅等。教师引导学生亲身实践

“学与讲”的实际应用，突破课堂的
束缚，大胆创新。活动激发了学生
学习数学的浓厚兴趣，提高了数学
语言表达能力，提升了学生的数学
思维能力。

长峰小学举行
“诵千古诗词 扬中华美德”诗词大会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丛娣 吕宗梅
王萌萌 王苗苗) 近日，长峰小
学举办首届“诵千古诗词 扬中华
美德”诗词大会。

每个小选手身着华服，以饱满
的热情在比赛中一展风采。诗词大
会分为四关，个人展示、诗词接龙、
争分夺秒、飞花令。各个环节妙趣
横生、紧张激烈。观众席上，孩子们

全神贯注、屏息凝神，不错过每一
个精彩瞬间。

长峰小学以“传承优秀民族文
化，做有底色的中国人”为办学愿
景，开展传统文化特色教育，结合
环境熏陶、实践感化，让经典文化
育人无处不在。通过此次活动的举
办，学校将继续引导学生传诵经典
诗文，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王艳美) 为
提振学子高考士气，在距离高考
还有六十天之际，荣成一中高三
全体师生齐聚学术报告厅举行

“不负韶华，为梦而战”高考60天
冲刺誓师大会。

荣成一中迟校长做了题
为《冲刺高考 6 0天学生困惑》

的现场解答，极大地激发了高
三师生的士气。随后，全体高
三学子庄严宣誓。最后，全体
高三师生怀着激动的心情在
签名横幅上签名。冲刺誓师大
会的成功举行，极大地鼓舞了
高三学生，点燃了他们更加强
烈的学习热情，增强了师生之
间的凝聚力。

荣成一中举行高考冲刺誓师大会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王霞 丛静)

4月1日，新都小学和泊于中学
的600多名师生在泊于镇英雄岭
烈士陵园共同开展“传承红色基
因讲好党史故事”暨缅怀革命先
烈清明节祭扫活动。

上午九点整，活动在慷慨
激昂的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

新都小学和泊于中学学生代
表朗诵了《英雄岭赞歌》。随
后，党员代表为师生讲述了家
乡的英烈故事，为孩子们上了
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最后，全体师生怀着敬仰之情
向英烈敬献鲜花，擦拭墓碑，
决心沿着前辈的光辉足迹，接
力前行。

新都小学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许晓芳 岳
小妤) 3月29日是“全国中小学
生安全教育日”，为规范食物中
毒事件的紧急处置能力，蒿泊小
学举行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模拟
演练活动。

本次演练模拟学校师生在
食堂就餐后有人发生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情况，各部门照各
自职责分工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同时，各班级开展主题为“关注
食品安全，关爱生命健康”的食
品安全教育主题班会。班会课
上，各班主任向学生宣传食品安
全知识，通过生动的案例引导学
生关注日常饮食安全，养成良好
的食品卫生习惯。

蒿泊小学举行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张肖杰 徐
文姬 ) 为让学生深入学习党
史，提高党员教师的党性修养，
近日，经区实验小学的党员教师
利用班会课时间，为全校学生上
了一节生动而深刻的党课。

在活动过程中，党员教师
巧妙结合自己的学科特长及小

学生的认知水平，生动形象、图
文并茂地围绕“中国共产党的
基本理论”“十九大精神”“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历程”
等知识，并结合各时期党的优
秀人物，如王进喜、郭永怀等优
秀共产党员，从爱国主义、为人
民服务等角度，深入浅出地为
学生们进行讲解。

经区实验小学开展党史进课堂活动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曹艺君)

为加强家校沟通、协作，近日，
经区实验小学九龙湾校区举行
了“我的家校沟通小随笔”交流
活动。

活动中，所有班主任老师
们纷纷献言献策，分享着自己
在工作中的小妙招、小技巧，他

们用真情实感讲述着一个又一
个真实感人的故事，并将他们
如何转变后进生、如何与家长
有效沟通的过程娓娓道来，同
时与大家分享他们的思考与感
悟。另外，有经验的班主任还手
把手的教给青年班主任家校沟
通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大家在
交流中互相启迪，收获匪浅。

家校协作共筑孩子美好心灵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刘朝霞)

为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红
色基因，近日，皇冠中学开展

“学党史，祭英烈”清明节系列
教育活动。

清明节期间，皇冠中学百
余名学生和家长来到金山烈士
陵园和威海市革命烈士陵园，
参加“慎终追远·缅怀先烈”祭
扫活动。学生们在烈士墓前郑
重宣誓“继承革命精神，热爱祖
国，好好学习”，并向烈士敬献
鲜花，以悄悄话的形式向长眠
的烈士们默默表达自己建设祖
国的决心。学生们在纪念碑前
一次又一次的默记着烈士们的
姓名和事迹，表达追思缅怀之
情。

皇冠中学开展

“学党史，祭英烈”教育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刘雅楠) 为
厚植学生爱国情怀，了解百年党
史，近日，明珠小学举行追梦文
化节之“书香满园，经典润心”校
园朗读者总决赛。

比赛中，低年级的朗读者们
气定神闲、声情并茂地推荐自己
最爱的书籍，他们用稚嫩的童声
歌颂着中华盛世，他们用坚定地
眼神赞美着盛世中华；高年级的
朗读者们，用最真挚的情感、最
饱满的热情讲述着自己与红色
书籍故事，无声的文字在他们口
中变成了动人的音符，掷地有
声。学校掀起了一阵读书润心的
热潮，浓浓书香飘满校园。

明珠小学举行

校园朗读者大赛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韩旭) 4月8
日，青岛路小学党支部开展“学
党史 知党情 跟党走”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集中学习研讨。

全体党员通过个人自学和
集体学习的方式，认真学习相关
书籍。会中，丛进亭书记围绕中
国共产党“一大”的背景、“一大”
代表的组成等中国共产党建党
中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
分析。党员们结合自己的本职工
作，交流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心得
体会，并表示将把党史学习教育
与思政教育课、师德教育等重点
工作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青岛路小学开展

党史学习活动

本报威海4月12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沈正彭) 为
深化感恩教育，弘扬和培育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缅怀
先烈，培育忠心，4月9日，凤林学
校开展“感恩 传承”清明节缅
怀先烈诗歌朗诵活动。

学生们紧紧围绕活动主题
将充沛的情感融入激昂的朗诵
当中。通过声情并茂的朗诵，缅
怀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勇往直
前的民族英雄，讴歌繁荣富强、
日新月异的新祖国，表达继承先
烈遗愿，无惧无畏，坚定前行的
决心。此次活动，让学生们感受
到了传统文化的韵律美，更受到
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凤林学校开展

“庆祝建党 缅怀先烈”

诗歌朗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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