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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典礼 回味快乐时光

┬记 者 李彦慧 报道
┬通讯员 王林静

本报7月11日讯 7月3日，对
于高区第一小学全体毕业生来说，
这是他们小学生涯最难忘的一个
日子。当天下午，高区第一小学在
阶梯教室隆重举行“我们的快乐时
光”——— 2008级学生毕业典礼。

典礼仪式在四名毕业生代表
声情并茂的朗诵《我爱美丽的校

园》中拉开了帷幕。随着孩子们的
描述，毕业生在五年校园生活中的
快乐时光一一展现在屏幕上。在孩
子们的诚挚邀请下，五年级全体教
师上台接受学生的鲜花与感恩卡，
六名毕业班班主任为孩子送上小
学阶段的最后一次叮咛。典礼活动
在王校长的致辞中达到了高潮，孩
子和王校长互动完成一次朋友之
间的对话，牢记高区第一小学的学
子永远自主、自治、自立、自强；永

远走好每一步，珍惜每一天，善待
每个人。最后，王校长鼓励全体毕
业生以信心做底线，用优点做加
法，做最好的自己。

毕业典礼在鲜花和泪光中、在
《感谢有您》的集体朗诵和《我相
信》的旋律中圆满礼成，同学们和
老师深情拥抱，惜惜离别。此次毕
业典礼为孩子的童年画上了一个
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将在这些孩子
的一生中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闲置文具赠藏区儿童
鲸园小学参加“援梦西藏”

┬记 者 许君丽 报道
┬通 讯 员 王雪雁

本报7月11日讯 近日，威海
市鲸园小学积极参与“援梦西藏·
筑梦校园”活动，全校学生自愿为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噶玛贡桑统建
社区学前班以及曲珍孤儿院的孩
子们捐献他们急需的书籍、文具、
衣服。

本次援梦公益项目由哈工大
(威海)的学生自主组织筹备，联合
威海市各高校、中小学及其他慈善
组织，集合当地慈善力量，对口帮
扶西藏贫困儿童、孤儿。活动旨在
集身边之所长，点对点救扶藏区所
缺，并将持续努力实现更大范围的
对口帮扶，让公益力量温暖中国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们，援梦中国。

本次活动的开展，激发了鲸园

小学全体学生的爱心。孩子们纷纷
从家里带来自己的图书，并在书的
扉页写上对西藏地区小朋友们的
寄语，传达对他们的一份祝福与温
暖；孩子们还将闲置的文具送给西
藏的小朋友，让他们描绘心中的美
好。得知西藏地区的昼夜温差很
大，孩子们还把崭新的棉衣带来，
帮助藏区的小朋友抵御寒冷。

援梦西藏实践团将于7月13

日赴西藏进行为期20天的支教和
调研活动，并将援梦活动前期所得
善款及物资亲自带往藏区，给藏区
孩子们带去公益的温暖。“也许我
们个人的力量微小，但再小的力量
也是一种支持，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有你、有我，公益的力量将为西
藏的孩子们带去不一样的世界，帮
助他们园梦西藏、筑梦校园。”鲸园
小学参与此次活动的负责人表示。

暑假已经开始，高区毕家疃小
学孩子们的暑期生活非常充实，因
为放假前学校统一出面联系各社
会机构，从增益孩子们的生活经验
和技能出发，安排了多种多样而富
有营养的公益活动套餐。

7月8日上午，300多个孩子在
老师、家长陪同下走进高区消防大
队，实地感受“红军”魅力。在这里，
学生们观看了消防宣传看板，消防
队员结合暑期消防安全，为师生们
讲解了家庭防火、防水防溺、发现
火灾该如何报警以及如何自救逃
生等基本常识，还介绍了灭火器的
操作方法，提高了孩子们的防、灭
火和自防自救能力。随后，消防队
员展示了内务整理，演示了两盘水
带连接、原地着战斗服、特勤器材
操作、使用举高车高空救援。

通讯员 刘晓华

暑假来临，工业园区3处初级
中学和5处小学放假，32所社会网
吧、游戏厅的用电量增大、人员密
集，安全隐患激增。4日开始，工业
新区消防大队集中排查全区网吧、
游戏厅。

消防监督员采取突击检查形
式，重点检查各网吧、游戏厅的安
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
消防器材设置和配置是否符合标
准，是否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
案，内部装修材料是否为可燃、易
燃材料，是否存在电气线路私拉乱
接情况等。经检查发现，部分网吧
的安全出口指示标志损坏、安全出
口锁闭、电气线路私拉乱接、室内
消火栓被杂物遮挡等，检查发现隐
患53处，已全部消除。

通讯员 陈璐

经历了紧张的一学期，近日，
统一路幼儿园组织幼儿教师到鸡
鸣岛进行拓展训练。一天的拓展训
练首先从“攀岩”开始。攀岩运动是
一项富有刺激性和挑战性的项目。
它不仅需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还
得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一番周折之
后，大家还是有惊无险的进行完
了。

攀岩过后教练就带教师们来
到一个洞口，让大家把手搭在前一
位老师的肩膀上，山洞里漆黑一
片，大家排成一队相互提醒着，在
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很安全的到达
目的地。一上午的拓展，使广大教
师感受到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给自己一个机会，发挥出来就会发
现一个全新的自我。这就是拓展活
动的魅力所在。

下午的项目是CS野战和急速
60秒。CS野战教练给教师们分成
了红军和蓝军，并分别配发了服装
和装备。穿上迷彩服、戴上头盔、拿
起枪交战。在CS野战中，大家也深
深地体会到，靠一个人的力量去完
成任务是不可能的，只有保持整个
团队的最佳状态，增进彼此的了解
和相互之间的沟通才会取得最终
的胜利。

通讯员 苗华君

统一路幼儿园 给家长上消防安全课
┬记 者 王天宇 报道
┬通讯员 苗华君

本报7月11日讯 为普及消防
安全知识，进一步强化家长的消防
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各类火灾事
故的发生，近日，统一路幼儿园邀
请了防火宣传中心的付教官来园
为广大幼儿家长们进行消防安全
知识讲座。

此次讲座分为四个部分：一是
引发火灾的原因；二是正确的逃生
方法；三是消防器材“灭火器”的使

用；四是消防四懂四会和四个能
力。付教官将消防知识和幼儿园安
全、家庭安全紧密联系起来，向家
长们讲述了消防基础知识和防灭
火知识，就火灾的危害、如何避免
火灾、如何自救逃生及如何使用消
防工具等相关知识，利用一系列触
目惊心的照片和发生在大家身边
的鲜活的案例向家长们介绍了火
灾的特性，讲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付教官还结合火灾事故
现场图片，就如何采取科学自救措
施等方面给家长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安全教育课，并针对家长们在平
时生活和工作中有关消防知识方
面的困惑作了详细的解答，给大家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多家长表示此次讲座让他
们受益匪浅，让他们学到了很多消
防常识和基本逃生技能，他们很欢
迎幼儿园多举办类似的活动。通过
此次消防安全知识讲座，家长们纷
纷表示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一
定要注重消防安全，提高消防安全
意识，为以后应对突发火灾事件积
累了经验。

乳山二实小 自查自纠有偿家教
┬通讯员 徐春燕

本报7月11日讯 暑期来临之
际，乳山二实小采取多种措施开展

“禁止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教
育活动，进一步加强教师师德修
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让广大学
生“减负”过暑假。

乳山二实小组织教师开展自
查自纠活动，认真写出自查自纠材
料，对自查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整
改。学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中层

领导为成员的专项督查小组，每位
领导分组承包，狠抓落实。学校领
导向全体教师传达了乳山市教育
局开展“教书与育人”师德大讨论
活动文件精神，对此次活动的目的
和意义作了详细阐述。

全体教师认真填写了“关于开
展‘禁止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
大讨论活动调查问卷”，并就“今
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师德修养”、

“怎样做家长、学生心目中的好老
师”等展开热烈讨论。老师们结合

自身思想和工作实际，畅谈作为一
名教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全体教
师纷纷表示：现在社会各界对学校
格外关注，对教师期望值高，每个
人都应该维护学校和自身形象，做
到尊重家长，关爱学生，爱岗敬业，
廉洁从教，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
生，不从事有偿家教，不向学生推
销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用书
目录以外的课外辅导资料或其他
物品，坚决按照市教育局“十不准”
的师德规定要求自己。

“点燃孩子的生命之火”

系列家庭教育(二十)

《家长要定期给孩子“诊断”》
——— 仇善文

经常遇到两种家长，一种是
焦虑的家长，一种是自以为是的
家长。

不断出现家长的求救，孩子
不上学了。可以说，许多家长因
为孩子的厌学处在水深火热之
中，有的家长哭得一塌糊涂，有
的焦头乱额，有病乱求医。有的
家长说，每天我三顿饭照顾他，
什么活也不用他干，怎么就出现
这个样子呢？

我想，首先要搞明白孩子为
什么不爱上学。其次，要知道改
变的条件，其中一点是时间。孩
子的改变第一是自己想改变，第
二是知道怎么改变，第三是有改
变的意志与决心，第四是有改变
的支持系统，第五是有改变的时
间，这五条缺一不可。否则即使
出现短暂的好转，不几天还会反
复。因此，家长们要清楚，很少有
一席话就彻底改变一个人的，除
了真的打开了自我，也就是真的
懂事了的孩子。

还有就是应该早准备。现在
条件好了，许多人实行定期查
体，却没有定期给孩子“查体”
的。我建议，家长们应该定期给
孩子的身心情况进行查体、会
诊，比方可分为早教期间、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等阶段。

我遇到的第二种家长就是
孩子学习好，家长独尊其一，自
以为是。有一次给一家学校的学
习优秀生进行训练，需要家长一
起互动配合。有的家长当即找到
学习负责人说：仇老师的课程是
针对问题学生的，我们的孩子学
习很优秀，不应该耽误学习时间
进行训练，我们是想让孩子冲刺
清华北大的！

学习好的孩子生命状态就
好吗？带着这个问题，我让近百
名学习优秀生写下一篇省思文
章《我的生命小传》，读后感慨万
千。在这些学生十六年的生活中
留下了什么？有生命记忆的基本
可以概括为三点：1、从小被逼
学特长；2、父母离异；3、淘气挨
打。除了以上三点，基本没有留
下什么印记，他们的十六年中，
稀里糊涂过来了。

本来，教育就是要以生命为
本，直面人的生命，关怀人的生
命，提高人的生命，成全人的生
命。偏离这一切就不是真正的教
育。

今年，震撼全国的一个教育
事件是最小的博士生张炘炀逼
迫父母全款在北京买房。这一事
件，给渴望培养神童的人们敲响
了警钟。在对张炘炀追踪六年的
采访中，记者柴静的采访十分成
功，她的采访应该引起家长和教
育的关注和思考。采访中，张炘

炀的回答让人十分震惊，他没有
一点快乐，他对父母完全持否定
态度，看不出一点父子之情。他
的生命状态告诉我们，违背生命
规律是多么可怕！

卢梭的自然主义认为，教育
不仅要顺应人的天性，而且要顺
应儿童的天性。张炘炀这个神童
给家庭和社会造成的焦虑应该
让我们醒悟，生命的揠苗助长最
终是对生命的伤害。

(记者 李孟霏 整理)

从从 海海 边边
捡捡 到到 各各 种种 贝贝
壳壳，，用用精精艺艺的的
手手 工工 变变 成成 精精
美美的的手手工工品品。。
近近日日，，威威海海南南
海海 实实 验验 小小 学学
组组 织织 孩孩 子子 变变
废废为为宝宝，，用用废废
旧旧 品品 制制 作作 精精
美美 的的 手手 工工 艺艺
品品，，废废物物再再利利
用用。。

┬┬ 本本 报报 记记 者者
许许 君君 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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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壳变“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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