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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教育

威威海海十十中中展展出出教教师师““全全家家福福””摄摄影影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宋瑾 )日前，威海十
中举办“全家福”第二届教师主题
摄影展，150余幅摄影作品参展，
30幅作品最终获奖。据悉，所有的
展出作品均为教师原创。

本届影展以“全家福”为主

题，分为“人物篇、风景篇、动物
篇、其他篇”四个展区，共展出150
余幅摄影作品。照片记录了教师
丰富多彩的暑期生活，展示了教
师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观察与思
考。似水流年的沧桑岁月以及多
彩多姿的人文风情，都在教师们

的镜头中再现。据悉，所有展出作
品均为教师原创，展示他们丰富
的生活阅历。

影展期间，教师们在欣赏摄
影作品的同时，人手一张“选票”
投出最美的30幅作品。最终，评选
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

奖15名，以及“最具慧眼奖”。
通过本次活动，教师们用镜

头诠释对幸福家庭、快乐人生的
褒扬和歌颂，展现了十中教师追
求美、创造美的文化修养，以及蓬
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今
后学校将不定期举办类似活动。

社会精英走进九中课堂

编者按：面对优秀学生，你会有
一种抑制不住的幸福感。但是，他们
的真面目是怎样的呢？听听仇善文
老师的说法。

《如何培养优秀的学生？》

——— 仇善文

6年来，我训练过大量优秀学
生，甚至整班级训练过90后优秀
生，我还在一所中学将优秀生与差
生对比调查训练，获得了大量一手
资料，对90后学生优点和不足有了
更深的认知与了解，对加强和探索
青少年有效性教育产生了积极影
响。有关资料公布如下，对家长和教
育工作者会有帮助。

1、55%的优秀生对未来的职业
认知迷茫，对未来的自信竟然低于
差生。2、自我接纳度调查，57%的差
生能认知自我，85%认为人际关系
和谐，此两项差生均高于优秀生。
3、道德品质调查，75%的学生首选
善良，说明社会再怎么变，善良不会
变。4、幸福观调查，85%的学生选择
家庭，说明90后的幸福观健康。5、
生命状态调查，学习动力积极向上
者6%，行动力昂扬向上者32%，积
极控制自己者6%，这与90后家庭背
景优越，生活安逸有一定关系。6、
学生情绪调查，82%的学生身心愉
快，而差生39%易怒，53%注意力难
集中。7、有苦闷向谁倾诉调查，85%
选择朋友，28%选择家长，10%选择
老师，反映了家长沟通的困难现实，
更反映了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
失落。8、“我的价值观”7概念调查，
爱第一，责任第二，然后排列分别是
理解、信任、宽容、感激、自由，反映
出90后人本化、时代化、社会化、健
康人格化特点。

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要培养
好优秀学生，要做好以下努力：

1、加强精神家园建构。有大精
神才有大坚持，有大格局。现实中，
学生对外国文化生活感兴趣，看美
国电影、日本动漫，张扬自我，反映
了西方文化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
要弥补中华文化的精神素养，让其
找到生命的根，中西结合才有未来。

2、培养世界眼光和胸怀。借鉴
日本的教育战略经验，组织有条件
的学生出国，或者与国外学校交流，
增强文化的多元化了解，提高判断
力。

3、提高团队精神和向心力、凝
聚力。组织学生旅行或开展集体训
练体验。

4、尊重个性，尊重学生潜能的
差异，真正因材施教。根据学生实
际，注意情商、心理、道德等多方面
协调发展。

5、加强自我认知培养，搞好人
生规划。人生就是一场选择，成功在
于选择，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学
生就有了圆满生命的基础和能量。

6、瞄准社会化，实施落实《教
育规划》。对学生社会实践给予更多
支持、鼓励和保障，特别是志愿服
务。没有志愿服务精神和社会实践
能力，很难与人合作、沟通，更难以
担负应尽的社会责任。

本报9月24日讯(通讯员 孙
绪伟) 9月18日上午，威海九中
特邀请威海市工商联执委、威海
市工商联川渝商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巴山蜀水酒店总经理、威海乡
土川渝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建
中先生为500多名师生倾情奉献
了一场激情飞扬的感恩演讲。

在短短一个小时的精彩演讲
中，李先生用一个个鲜活的事例，

为同学们阐明了“感恩”不仅是一
种情感，也是一种生活智慧和处
世哲学，更是一种做人的崇高境
界，声情并茂的演讲感染了在场
所有的人，深深触动了每个人的
心灵。

这次“道德讲堂”报告会，让
全校师生接受了一次精神的洗
礼，在孩子的心中播洒了感恩的
种子，播洒了信念的阳光，也播洒

了成功的希望。会后，学生们纷纷
表示要以李建中先生为榜样，做
一个“力倡博爱、有责任心、懂得
感恩、助人为乐”的人。

学校也将以此为契机，进一
步开展形式多样的感恩教育活
动，唤醒学生的感恩意识、责任意
识、自强意识和自立意识，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祖
国有用之才。

皇冠中学学生会换届选拔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刘朝霞) 为加强学
生自治管理，9月22日，皇冠中学
团委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
我服务”为宗旨，开展学生会换届
选拔活动。

此次学生会选拔，皇冠中学
各班学生代表、团委领导组成竞

选考评小组，依据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择优选拔。在竞选中，同
学们充分认识到学生会的重要
性，希望通过加入学生会不断提
升自己的能力，更好地为同学们
服务。

整个选拔活动紧张有序地进
行，最后，评委们根据表达力、自

信心、亲和力和综合素质等对各
位选手进行投票。

此次活动既给同学们提供了
展示自我的舞台，又进一步调动
他们参与学校日常管理的积极
性。学生会干部、成员的产生，将
为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注入新的
活力。

海埠小学法制讲座防诈骗
本报9月24日讯(通讯员 谭

翠娥 杨冰冰) 日前，经区海埠
小学邀请威海沟北边防派出所的
周全警官，对全校师生进行一场
防范诈骗法制教育讲座。

讲座中，周警官就防诈骗安
全法制教育进行讲解分析。他首
先介绍了防诈骗安全法制教育的
目的意义，阐述了什么是诈骗，诈
骗方式的多样化。

周警官具体介绍、剖析了例
如手机诈骗、短信诈骗、街头诈骗
和网络诈骗等相关的常见骗局，
并结合威海近年来发生的各类诈
骗案件，就如何防范此类诈骗，进
行了提示与教育。

他还就如何防诈骗侵害提出
一些建议，要求同学们要牢记“天
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贪小失大。

最后，周警官又向全体学生

布置了一次特殊的“家庭作业”，
要求每名学生将上课内容向身边
的亲人作详细的介绍，并给海埠
小学的全体师生分发了《防骗宣
传小手册》，以共同提高安全防范
意识和识别作案手法的能力。

本次讲座的举办，提高了同
学们的防诈骗安全意识，增强了
自我安全保护的能力，师生们受
益匪浅。

新学期开学，荣成市第二十九
中学组织学生对“基础性星级电子
评价细则”、“29中校纪、一日常
规”进行为期2个星期的学习。

通讯员 梁启军、梁军强

为进一步深化“阳光体育”运
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同时丰富
课余文化生活，9月17日、18日，高
区第二实验小学开展了“挑战自
我，争当达人”仰卧起坐的比赛。

通讯员 张磊

日前，凤林学校举行新学期初
一新生军训汇报表演。此次新生军
训持续六天，由威海市边防检查站
武警官兵组织训练。

通讯员 刘佳怡

9月17日下午，皇冠小学召开
“清正廉洁，做博雅教师”师德专题
会议，副校长李福英号召全体教师
做到爱生重教，不体罚和变相体罚
学生。

通讯员 马海云

开学第三周，大岚寺小学集中
进行安全教育、健康教育，真正将
安全知识融入每位师生的心中。

通讯员 赛时静

近日，后峰西小学以“青蓝工
程”为基础，每周由德育处牵头，对
新班主任进行集中培训，加快新教
师成长步伐。

通讯员 李峰峰

日前，草庙子小学举行了“开
通绿色通道为低年级家长引航”活
动，由一年级老师向家长详细介绍
如何让孩子在极短时间内适应学
校环境的方式方法。

通讯员 许道莲

日前，“山东省科普报告百校
行”走进蒿泊小学，姜伟光教授为
全校师生作了一场题为“深入电
脑”的科普报告。

通讯员 刘贝贝 林晓静

9月23日，经区蒿泊小学特邀
威海居安防火技术中心任建超教
官向全校师生进行了一次“珍爱生
命 远离火灾”消防安全教育讲
座。

通讯员 车丽静 宋胜男

教师节期间，文登市开发区实
验小学的孩子们不仅给老师送上
了鲜花表达敬意，还通过“换位体
验”我当小老师的活动体验老师的
辛苦。

通讯员 车志红

9月14日至20日是第16届全
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神道口中学
开展以“推广普通话，共筑中国梦”
为主题的手抄报比赛。

通讯员 刘莉娜

新学期以来，乳山市第一实验
小学就将安全工作放在首位，通过
四项措施强化学生安全管理。

通讯员 宋晓政

近日，统一路幼儿园以爱牙日
为契机，开展了系列爱牙护牙活
动，引导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口腔卫
生习惯，大力开展健康教育，普及
口腔卫生知识。

通讯员 苗华君 郑春宏

听故事
日前，塔山中学邀请海警支队官兵参加初一初二级部的“助推少

年梦，规范校园行”主题活动，让学生认识到实现梦想要从现在开始，
从点滴的言行举止开始。

记者 王天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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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孩子的生命之火”

系列家庭教育(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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