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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园中学开展“预防校园欺凌，共建和谐校园”安全教育

为进一步做好校园安全
整治，保障学生身体健康，防
范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切实
有效降低和控制校园欺凌事
件的危害，乳山怡园中学开
展了“预防校园欺凌，共建和
谐校园”安全教育。

学校利用校园广播、国
旗下讲话、主题班会等形

式，结合身边的事例，加强
学生对校园欺凌的认识，引
导学生深刻了解校园暴力
的危害。让学生反思自己身
边是否存在校园欺凌的现
象；结合具体事例阐述了为
什么要治理校园欺凌；作为
学生如何做好防范，假如遭
遇欺凌时，应该采取什么样

的措施，让学生懂得在遇到
校园暴力时如何求救。

活动的开展，让同学们
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识到
校园欺凌的危害，增强了文
明守纪意识，提高了抵制和
防范校园欺凌的能力，为建
设平安、和谐校园提供了有
力保障。 (王大庆)

家园协作,构建亲子阅读新模式

绘本是一种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来叙述一个故事,
并表达其特定情感、主题
的读本,特别强调文与图的
内在关系,它可以让不识字
的幼儿“读”出其中的意
思。乳山市夏村镇中心幼
儿园课题组以绘本为载体
开展亲子阅读,家园协作构

建亲子阅读新模式,让绘本
不仅是讲故事,学知识,而且
可以全面帮助幼儿建构精
神,培养多元智能,以保持幼
儿对阅读的兴趣与喜爱。
在不断地实践研讨中,课题
组成员摸索出以下几种以
绘本为载体的亲子阅读新
模式:游戏式、表演式、绘画

手工制作式等，并向家长
进行推广。通过绘本亲子
阅读新模式的研究 ,教师、
家长、幼儿园共同建构起
更丰富的家庭亲子阅读模
式,提高了幼儿对阅读的兴
趣,提升了教师与家长对于
亲子阅读的指导能力。

(陈秋香)

下初镇中心学校扎实开展系列安全教育

近来,乳山市下初镇中
心学校为切实保护学生的
在校安全，为学生构建安全
和谐的校园环境，向全体师
生进行了交通安全、防溺
水、防欺凌、防踩踏、法治安
全等方面的安全教育，呼吁
全体师生敬畏生命、珍惜生
命，用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为自己的安全构建出一道
最坚固的屏障。

开展了“防欺凌防暴
力，共创和谐校园”为主题
的班会活动。用学生喜闻乐
见的图片、视频等形式进行
防欺凌安全教育，在班会后
用画手抄报的方式呼吁大
家抵制校园欺凌。同时，为
防范和遏制学生欺凌事件

发生，切实保护学生身心健
康，学校在校园外墙张贴刊
板，公布校园防欺凌求助电
话和心理关爱疏导热线，将
防欺凌工作落实到实处。

提高师生应对紧急突
发事件的能力，学校成立防
踩踏安全小组，全面细致地
制定防踩踏演练方案，并对
全体班主任进行演练培训。
同学们进一步认识防踩踏
的基本要求，掌握应急要
领，加强自我保护。学生认
真听讲，在经历防踩踏实践
演练后，心中对防踩踏安全
的意识更深刻了。另外，学
校还不定时地进行了防震、
防火等安全演练。

在法治安全教育方面，

为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法
治教育，引导学生提高法治
意识，学校采取多种措施进
行教育。学校充分利用LED
屏标语和横幅在校门口及
校内进行法治宣传教育，使
学生在潜意识中了解法治
精神。学校通过空中课堂网
络直播对全体师生进行一
次法治安全教育。

“安全重于泰山”，保护
好学生的在校安全是学校
的首要性、基础性工作，通
过本次开展一系列的安全
教育工作，学生们将安全内
化于心，时刻牢记安全第
一，为自己的安全增添一份
保障。

(徐爱芹)

乳山市西苑学校开展“精品社团进校园”

学校社团活动是课堂
教学的延伸，也是各科课程
的有机组成部分。为进一步
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发展学
生兴趣与特长，乳山市西苑
学校在总结往年经验的基
础上，开展“精品社团进校
园”活动，为学生的成长搭
建广阔的平台。

学校基于“校园特色、

教师特长、学生特点”的原
则，合理规划社团内容，主
要从艺体类、传统文化类、
科技创新类和语言类四个
类别深入推进，社团活动
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
完善，最大限度地优化了
学校教学资源。各社团在
指导老师的精心准备与潜
心指导下，井然有序地开

展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精品社团活动的开展，既
推进了学校校本课程建
设，又缤纷了校园文化生
活，营造了浓厚的艺术氛
围，真正实现了“做智慧教
师 ,育阳光少年 ,创特色学
校”的办学理念，深受社会
各界的赞誉。

(单春霞)

实验中学开展“生命安全至上，筑牢安全防线”主题教育

为促进校园安全知识
普及，提升师生安全意识，
构建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乳山市实验初级中学以“生
命安全至上，筑牢安全防
线”为主题扎实开展形式多
样的系列安全教育。

疫情防控不松懈 ,实
验中学高度重视防疫控制
安全教育，争创“人人预

防，师生安全”的和谐平安
校园 ;主题班会打基础 ,班
主任在交通安全等方面开
展一系列安全教育 ;疏散
演练防患未然 ,学校制定

“实验中学紧急疏散演练
活动方案”，并于4月2日进
行防紧急疏散实地演练 ;
家校携手促安全 ,实验中
学多措并举对全体师生进

行清明节安全教育，发布
“乳山实验中学清明节教
职工安全提示”等，并通过
下发“致家长一封信”加强
清明节安全主题教育。这
些安全教育活动，加强了
学生良好习惯的培养，让
师生牢固树立“安全第一”
的思想。

(姜丽芹)

亲子共悦读，书香溢校园

为了把读书活动更好地
从学校走向家庭，乳山寨镇
中心学校开展了“亲子共悦
读，书香溢校园”的亲子阅读
活动，旨在让更多的家长与
同学以书为友，共享亲子阅
读的独特魅力。在亲子阅读
阶段，学校要求读书时间每
天不少于半小时，双休日每

天不少于1小时。学生和家长
读书以后，将自己和孩子在
一起阅读的温馨场面拍摄下
来，制作成精美画页，共同见
证亲子阅读的温暖画面。通
过共读，父母与孩子共同学
习，一同成长，为父母创造与
孩子沟通的机会，分享读书
的感动和乐趣；通过共读，带

给孩子欢喜、智慧、希望、勇
气、热情和信心。

本次“亲子阅读”活动，营
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了
学生的读书兴趣，实现了家长
与孩子共同阅读与学习、阅读
与成长的融合，进一步实现了
家校合育的目标。

(郑乾)

乳山市公安局参加市委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习班

4月6日至1 0日，乳山
市委举办市委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学习班，市政府副
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刘新，市公安局党委
副书记、政委原军在市主
会场，其他局党委班子成
员、副科级以上干部在乳
山市公安局分会场参加本
次学习班。

乳山市公安局对参加
此次专题学习班高度重视，
提前制定学习日程，严格落
实签到制度。期间，学员们
集体收看了威海市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专题读书班开

班式暨市委党校春季学期
开学典礼，学习了省委宣讲
团成员专题辅导报告，收看
了威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专题读书班结业式、乳山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
读书班结业式。

乳山市公安局结合学习
班安排的课程，在集体同步
收听收看视频讲座的同时，
以分组集中领学指定书目、
交流研讨等形式进行学习。
期间，局党委班子成员带头
参与，结合自身思想与工作
实际同参学学员们畅谈体
会、分享经验、交流心得。

此次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学习班内涵丰富、思想
深刻，极大激发了参训学
员深入学习党史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大家纷纷表示，
以此次党史学习教育学习
班为契机，在下一步工作
中自觉将“发扬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记在心中、
融入血脉、践于行动，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
实，为“平安乳山”建设提
供有力的组织保证，全力
推进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
取得新成就。

(于婷婷)

乳山市畅园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系列活动

为保障中小学生心理
健康发展，维护学校稳定和
谐，乳山市畅园学校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系列活动。
本次行动从广泛宣传、详细
登记、建立档案、加强教育
等四个方面展开。各班通过
电话询问、给家长一封信等
举措，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进行摸排。并建立特异体

质、特殊疾病学生档案，每
位任课教师对这些学生要
全面了解，及时跟踪管理，
对他们实施关爱行动。同
时，建立相应的学生安全信
息通报制度，对学生身体和
心理异常状况等有关学生
安全的信息，及时告知其监
护人。

学校还根据不同年龄

段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遇到的不同问题，以年级为
单位制定每周的心理健康
课主题班会。各班级在心灵
驿站课的时间结合主题，策
划形式多样的课程学习。通
过心灵驿站课程的学习，让
学生科学地认识了心理健
康的重要性，树立关注心理
健康的意识。 (魏红)

简讯

为进一步强化师生安
全意识，提高师生防范自救
能力和应对消防安全突发
事件的综合能力,临港区蔄

山小学举行了防火安全疏
散演练。 (于建明)

为了让老师分享读书
的快乐，从而提升教师专业

能力和从事教育教学研究
的基本素养，永乐路小学开
展了教师读书沙龙活动。

(丛丽)

上党课，唱红歌，创新举措学党史

滨海新区开展国家安全知识宣讲
2021年4月15日是第六个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结合本年度活动主题
“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
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营造庆祝建党100周年良好氛围”，乳
山滨海新区(银滩旅游度假区)组织
开 展“ 我 们 的 中 国 梦 ”文 化 进 万
家——— 国家安全知识宣讲活动。

滨海新区志愿者们走进小区，向
居民发放《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

《网络安全法》《崇尚科学反对邪教》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攻坚战》等方面的
法治宣传材料，与居民面对面地宣讲
国家安全法律知识，倡导居民树立总
体国家安全观，增加群众对《国家安全
法》等普法知识的了解，增强国家安全

意识。
为深化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成果，

滨海新区组织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消防安全的专题讲座，讲座中，
东方社区党支部书记陶晓丽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结合典型案例，为居民
讲述了国家安全环境面临的诸多问
题，阐述了我国法律规定公民履行国
家安全的基本义务、自觉维护国家安
全的主要内容以及提高国家安全警
觉性，发现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要及
时举报，重点强调了维护国家安全的
重要性，以此来提升居民群众的国家
安全意识。

既然说到了“安全”，借此契机，
东方社区工作人员王慧远就小区居

民楼突发火灾时如何逃生、扑救以及
在公共场所逃生自救的方法进行了
详细的讲解。随后，针对家庭厨房失
火及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材进行了
详细讲解，并为居民发放了安全使用
燃气常识、楼房预防火灾事故常识、
家庭安全用电常识宣传册。

国家安全，你我相关。通过开展此
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的国
家安全意识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
性，引导广大群众牢固树立国家安全
观、安全风险防控意识和法律意识，营
造了全民学法律、关注国家安全的浓
厚氛围，为辖区庆祝建党100周年创造
了安全、祥和的环境。

(徐园园 张学青)

为在园区内营造学党
史的浓厚氛围，近日，乳山
市经济开发区组织园区内
企业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

“团结就是力量，团
结就是力量……”歌声洪
亮有力，现场气氛高昂。
在华信集团二车间，工人
们正利用休息时间唱起
了《团结就是力量》。唱完
歌后，在生产班长的带领
下，工人们集体学习了党
史小知识。华信集团通过
唱红歌、忆党史这种形式
将党史学习融入到企业生

产中，将爱党爱国爱企业
根植于每一名职工的心
中。

为了让企业党员更好
地学习党史，经济开发区还
为华信集团的党员们购买
了《中国共产党简史》、《论
中国共产党历史》等书籍。
在主题党日活动中，企业党
支部副书记还为党员上了
一堂题为《学党史、知党恩、
跟党走》党课，带领大家回
顾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
史，激发广大党员干事创业
的热情。

据了解，自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以来，乳山市经
济开发区将学习教育与
推动区内高质量发展相
结合，引导企业积极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七个一”
活动，即重温一次入党誓
词、开展一次主题党日活
动、讲好一堂专题党课、
收看一部红色影片、参观
一次红色教育基地、同唱
一首红色歌曲、重走一次
党群之路。通过多种形式
的活动，将党史学习教育
带到员工身边，融入员工
心中。

(李雅稚 丁鲁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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