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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新闻

感恩·责任·成长

——— 怡园中学举行十四岁青春仪式

为践行“育人为本，全
面服务学生成长成才”的工
作理念，近日，乳山市怡园
中学开展了“彩虹伞‘感恩·
责任·成长’十四岁青春仪
式”主题活动。

活动由以下几个议程
组成：团支部书记宣读新团
员名单，团员们戴上团徽庄

严宣誓；老师代表对全体同
学发出青春寄语，号召大家
一起高唱青春的壮歌，共同
开创美好的未来；校长代表
校委会向同学们送上最美
好的祝愿，鼓励同学们始终
葆有青春的美好和激情，照
亮周围，温暖社会；最后，所
有同学起立，进行青春宣

誓，决心以今天的仪式为起
点，发奋进取，以出色的成
绩和实际行动谱写人生美
好的华章！这一活动，让学
生感悟到十四岁的价值和
意义，激发学生珍惜青春时
光，志存高远，正身修德，勇
敢承担起青春的责任。

(孙婉英)

乳山市公安局组织举办机关文秘工作专题培训班
为全面提升全警对机关文秘

工作的了解认识和机关公文的写
作能力，4月13日下午，乳山市公
安局邀请原威海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山东大学
威海校区兼职教授张文武进行专
题讲座，乳山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政工室主任李晓伟主持讲座。乳
山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政工室，交
警大队办公室、综合科、宣传科全
体民警、职工、辅警，全局各单位
内勤及35周岁以下民警分别在主
会场和分会场参加培训。

张文武教授具有丰富的文学
创作、新闻和公文写作经验，讲座
中，张教授以“业务求专求实求精,
品味求真求雅求高”为主题，针对
从事文秘工作的基本要求、基本
内容、参谋作用、如何写好文字材
料、如何做好信息采摘报送及文

秘工作的个性与共性等方面进行
讲解，语言鲜活、重点突出、思路
新颖，对增强机关文秘工作能力、
提升公文写作水平具有很强的指
导意义。

李晓伟同志强调，当前，公安
机关无论是日常办公还是执法办
案，都离不开公文写作，参会民警
要相互学习交流，加强实践锻炼，
掌握机关文秘工作办事、办会、办
文的基本方法和技能，更好地服
务公安实战。指挥中心、政工室作
为全局机关文秘工作的核心和重
要部门，要模范带头开展学习，有
针对性地对全局各单位工作进行
指导。

最后，李晓伟同志代表局党
委针对青年民警提出要求：一要
勤学习。要以此次专题讲座为契
机，通过自学、集中培训、跟班学

习等途径，潜心学习执法办案、公
文写作、服务群众等各方面岗位
技能，切实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二
要勇担当。青年民警既要志存高
远又要脚踏实地，用扎根基层、奋
斗基层擦亮青春最美的底色；要
正确处理“小我”与“大我”的关
系，看淡个人得失，关注能力提
升，遇事少抱怨多担当，积极参与
市局组织的各类工作和活动。三
要多锻炼。要拥有乐于吃苦的心
态，保持忘我奋斗的状态，树立

“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定有我”
的思想，在想干事、多干事、干成
事的过程中得到实践锻炼，在干
事创业中彰显青春价值，在不断
实践锻炼中提升自我。四要守规
矩。要涵养政治定力，练就政治慧
眼，恪守政治规矩，以敬畏之心坚
守一尘不染的政治本色。特别是

在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中，青年民警要以更严的标准、更
高的要求参与，把学习先进的热

情转化为努力工作、奋发有为的
激情，使自己真正从活动中得到
教育提升。 (于婷婷)

下初镇中心学校开展诚信进校园主题教育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培养学生的诚信品
质，是学校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举措。
自三月份以来，下初镇中心
学校开展“以诚为本，立德
树人”诚信进校园主题教育
活动。

学校首先召开全体教
职工会议，倡议全体教师要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提升
自身道德修养，弘扬“知信、
用信、守信”的诚信理念。然
后利用国旗下的讲话，宣讲
诚信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意
义，教育学生在学习、生活、
人际交往中，做到言行一
致，表里如一。师生庄严宣
誓诚信宣言、签订《诚信承
诺书》；学生讲述诚信故事、

表演诚信情景剧以体验诚
信之美，懂得诚实守信的重
要性，树立起“用诚信立学，
用诚信立行”的意识。此次
活动，极大增强了师生的诚
信意识，有效地推进了学校
信用体系的建设，为构建新
时代下的社会信用体系提
供了精准助力。

(张伟)

西苑学校开展劳动实践教育

为了让孩子们亲近大
自然，感受丰收的喜悦，从
小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不
怕困难的品质，近日，乳山
市西苑学校学校开展以“美
好生活劳动创造”为主题的
劳动技能实践教育。学校聘
请有经验的老农当老师，教
给孩子们种土豆。在老师的
带领下，一招一式地学着，

连土豆种子之间该留多少
距离，都用脚步做了测量，
体验了一把菜农春种的喜
悦。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劳动创造美好未来。一直
以来，西苑学校高度重视
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的开
展，在校园内专门开辟“劳
动实践基地”，给学生创造

更多的机会进行劳动实
践，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
热爱劳动、劳动光荣的意
识。学校党支部书记蔡海
波说：“劳动教育对孩子的
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通过实践课可以让学
生在实践中体验劳动的光
荣和乐趣。”

(耿丽)

“红心联盟”走进胶东特委诞生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近日，乳山寨镇中心学
校党支部与崖子镇中心学
校党支部建立互学共建关
系，组建“红心联盟”，到中
共胶东特委诞生地旧址开
展了“艰苦奋斗勇担当,党员
先行作表率”主题党日活
动。

走进冯家镇北刘伶庄
村，古村落的历史气息和

年代感扑面而来。驻足于
特委旧址，仿佛置身于那
段光荣岁月。在行走中了
解胶东特委的创立历史，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红色
基因，探寻那段不可忘却
的烽火岁月。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
中共胶东特委旧址、张静
源旧居等多个展馆，通过

观看图片、观看影像资料
等方式，深切缅怀革命先
烈的英勇事迹，真切感受
中国革命波澜壮阔、艰难
曲折的光辉历程。一幅幅
记录峥嵘岁月的图片、一
件件珍贵的历史文件……
让党员干部在体验中思想
受到震撼，心灵得到洗礼。

(贾花蕊)
金洲公司机关三党支部开展“国家安全,我们同行”宣传

为深入学习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进一步增强全
民国家安全意识，在第六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
之际，4月15日，金洲公司机
关三党支部结合正在开展
的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开展

“国家安全,我们同行”普法
宣传活动。

活动中，支部党员和

入党积极分子进矿区、车
间，深入周边村户等人员
密集地方进行宣传，普及
国家安全知识。重点解释
了公民和组织有依法维护
国家安全的义务等法律法
规，并通过一起起活生生
的犯罪案例，告诫大家要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及行
为，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

不仅需要国家与军队的强
大，更需要国民认识的普
遍提升。此次活动，共发放
宣传材料100余份，在提高
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营
造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
全的良好氛围的基础上，
使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的观念深入人心。

(段大鹏 王静玉)

冯家镇中心学校开展诚信教育

诚信是社会发展进步
的精神基石，亦是推进学校
各项工作健康发展的一项
行之有效的工程。为促使学
生树立诚信观念、增强法律
意识，有效地将诚信教育转
化为中学生自觉的素养与
行为，近日，冯家镇中心学
校开展了一系列诚信教育
主题活动。

学校结合《中学生日常
行为规范》与《中学生守
则》，以“人人知诚信，人人
讲诚信”国旗下讲话的形式
对学生进行了“文明诚信”
的认知教育。通过教育让学
生了解了学校、社会诚信教
育的现状，进而跨上文明诚
信的轨道。接下来将诚信教
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建立

诚信教育长效机制，开展了
“诚信我践行”等一系列教
育活动，培养了学生“诚信”
的优良品质，增强了学生的

“诚信”意识，教育学生从自
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
起，营造文明诚信的校园氛
围，创造人人诚信的精神家
园。

(鲁波)

诸往镇中心学校开展“劳动最美、实践最真”系列教育

俗话说，一屋不扫，何
以扫天下。劳动，是人类进
步的象征，劳动能力是人
们生存的一种保障。为此，
诸往镇中心学校开设农耕
课程，让师生在体验农桑
稼穑的过程中，形成正确
的劳动教育价值观。近日，
学校又开展了“劳动最美、
实践最真”一系列劳动教

育。
结合乳山市教研中心

于晓军老师《培养劳动精
神，锻造时代新人》的专题
培训，该校对教师进行了
二次培训，对学生进行了
主题班会教育，旨在让学
生树立“劳动最美丽”的观
念。之后，副校长孙建智带
领师生在学校劳动实践基

地栽种蓝莓苗、黄芩苗和
芋头，学生拿起锄头等工
具，种下种苗，认真播种、
浇水、平地。通过本次活
动，学生掌握劳动技能，收
获劳动成果，提升劳动素
养，为践行劳动教育，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
代新人奠定基础。

(张宗风)

石岛湾中学(小学部)打磨案例，研讨样本，蜕变自己

为有效提升老师们对深
耕课程实践、打造特色品牌
教学案例的撰写能力，结合
学校的实际情况，石岛湾中
学(小学部)组织核心团队的
骨干成员，齐集会议室开展
了以“案例模型”为抓手，以

打造特色品牌为“支架”，以
“查病灶，解病因，变自己”为
主要宗旨，实施“案例打磨，
蜕变自己”的主题研讨活动。

通过本次交流探讨，集
体“会诊”，老师们从教材挖
掘、教材设计、教材解读等

方面，提升自我，达到既“治
病”又“防病”的目的。对于
案例中的困惑和遇到的困
难解除“病根”，有针对性的
进行个别辅导并通过切磋
加以巩固，让老师们收获满
满。 (于小游)

未知名尸源协查
2021年4月8日威海海警局环翠工作站发现，当日10时30分许，一渔船在威海外

海作业时发现壹具未知名男性尸体，该尸体基本情况如下：尸长190cm，男性，头部
软组织腐败消失，仅剩颅骨，颈部软组织部分残余，其余躯体完整。上身外着黑色皮
制防水服，内穿红色绒衣，最内层穿蓝色格子带绒秋裤，下身着黑色皮制防水裤，脚
穿白面黄底雨靴，内穿灰色袜子。有知情者请联系，电话：5853180。

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2021年4月19日

荣成二十五中举行“读经典，净心灵，享青春“校园朗读PK赛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培养学生读书
兴趣，4月12日，荣成二十五
中开展 读书节 系 列活动
之—“校园朗读PK赛”。

比 赛 现 场 书 声 朗
朗 ，参 赛 选手发 挥 诵 读

特 长 ，声 情 并 茂 朗 诵 了
《骆驼祥子》《红岩》《简
爱》等经典片段。配着舒
缓 的 音 乐 ，感 染 着 在 场
的每一个人。

此次比赛让同学们感
受了阅读的快乐，体验文字

的温度和力量，同时激发了
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了学
生良好的朗读习惯，在校内
营造了浓郁的读书氛围，对
建设书香校园起到了积极
推动作用。

（王娜）

简讯

威海市临港区蔄山小学将劳动教育贯穿教育教学中，开展了一系列劳动主题实践活
动，让孩子们从动手实践中热爱劳动。 (董燕芳)

石岛湾中学(小学部)青年教师接受吟诵技能培训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大
部分人只了解朗诵或者朗
读，却不知我们传统文化中
还有吟诵这门语言艺术。为
了能够不断提升青年教师
的基本功，用声音直击心灵
的情感，石岛湾中学(小学

部)为老师们进行吟诵培
训。培训分三个环节：背诵；
学习格律诗词吟诵方法；练
习吟诵。

正如英国诗人威廉·柯
珀曾说：“声音能引起心灵
的共鸣”。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每一位老
师都在培训中用心灵感受
文字的魅力，用美妙的声音
将情感传达，用心发声，以
声动人，将彼此对生命的感
悟和体验转化成富有感染
力的声线。 （许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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