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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77年年中中小小学学配配齐齐体体卫卫艺艺教教师师
全市123所中小学运动场地将被改造，启动体育、艺术教师“1+2”项目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刘永胜) 记者从威

海市教育局获悉，日前，威海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体育
卫生与艺术教育工作的意见》，
从教学条件、师资建设、教学方
式、测评机制四大方面，对中小
学体卫艺教育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利用三年时间，全市中小学
体卫艺教师配备率、教师学历达

标率、课程开课率均达到100%。
据市教育局体卫艺科工作

人员介绍，在师资队伍建设方
面，威海将启动体卫艺教育师资
配备计划，到2017年，所有中小
学配齐体卫艺教师，且一律不得
改任其他学科教学；所有中小学
建立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
伍，每600名学生至少配备1名心
理健康教师；落实体卫艺教师的

工作待遇和政策保障，并启动体
育、艺术教师“1+2”项目来强化
体卫艺师资建设，每名体育、艺
术教师在胜任必修课教学基础
上，能够开设1门选修课，辅导1
个学生社团或者运动队，全面提
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从改善体卫艺教育教学条
件入手，威海将新建、改造全市
123所普通中小学的塑胶跑道和

运动场地，确保所有普通中小学
体卫艺设施器材达到国家和省
规定标准，所有寄宿制中小学和
在校生超过600人的非寄宿制中
小学设立医务室，其他中小学设
立保健室，争取体育馆、美术馆、
博物馆等公共体卫艺设施向中
小学生免费开放。

市教育局鼓励中小学开展体
育节、读书节等特色活动，确保每

名学生至少掌握2项运动技能和1
项艺术特长，并探索将部分体制
健康测试项目列入市级中学学省
运动会比赛项目。未来三年，体育
与健康成绩占初中学生学业考试
总成绩的比重将加大，游泳将逐
步被列为体育与健康必测项目，
体制健康测试结果将纳入体育与
健康成绩，艺术素质测评结果作
为中考录取的参考依据。

会会议议中中心心大大剧剧院院感感恩恩教教师师节节
150名优秀教师、班主任获赠免费门票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李
孟霏) 9日、10日两天，威海市
区3所学校的150名优秀班主任
和优秀教师获赠了威海会议中
心大剧院的免费演出门票。此
外，记者从该剧院了解到，从9
月10日到15日，凡是凭教师证
购买期间演出的演出票均享受
半价优惠。

10日上午，在威海实验二
小，50张大剧院演出的免费门
票被赠与了该校的优秀班主任
和优秀教师。“还从来没在大剧
院看过演出，”拿到门票，多名
老师感慨，一定要抽空到大剧
院感受下剧场的魅力。

除了实验二小外，威海统
一路小学和环翠区机关幼儿园

的各50名优秀班主任和优秀教
师也都获得了大剧院的免费演
出门票。

此外，从9月10日到15日，
凡凭教师证购买这期间的演出
门票的，都将享受到大剧院门
票的半价优惠。( 咨询电话：
0 6 3 1 - 5 3 5 1 3 8 8 / 9 9 ；网址：
www.weihaipoly.com。)

10日上午，神道口中学举
行了一系列以“带头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从价值观”为主题的
庆祝活动。

一是组织教师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教育工作系列讲话
精神，开展征文比赛；二是开展

“学习身边的榜样”活动，组织
全体老师学习我校市级师德标
兵陈小双老师的先进事迹；三
是召开教师节座谈会。

(郑黎明)
9月3日抗日战争纪念日，

东涝台小学开展以“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为主题的纪念抗日
战争胜利69周年活动。 活动
中，学校组织各班“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的主题班队会、观
看《铁道游击队》，使学生更加
详细而真实地了解历史。

(袁志辉)
开学伊始，大岚寺小学对

全体学生进行为期一周的军
训。此次军训活动以训练立
正、稍息、四面转法、踏步、跑
步这些基本动作等为主要内
容。

(于海宁)
9月10日是第三十个教师

节，东涝台小学号召全体学生
“不送鲜花、不送礼物”，但同
时在各班级布置“班级祝福
袋”，鼓励学生给老师写“心里
话”。各班级还选派学生代表
做一天小老师，体验老师工作
的辛苦，并记好工作日记，与
班级同学交流体验心得。

(刘浩琪)
为帮助一年级新生尽早

适应学习生活，东涝台小学开
学第一个周，教师、家长形成
合力上好第一课，让学生熟悉
学校环境，接受新环境、新同
学。

(于华鹏)
9月1日，凤林学校迎来了

380名一年级新同学和336名
六年级新同学。当天，学校举
行了“父母教会我”开学第一
课主题教育活动。

(马东东)
9月2日，蒿泊小学举行了

一年级新生家长会。本学期蒿
泊小学迎来了260多名一年级
新生，为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
学校生活，养成良好学习和行
为习惯，学校邀请新生家长和
老师们们面对面沟通。

(王芳 徐雪)
在第30个教师节来临之

际，9月9日，威海五中举行了
“红烛最美”教师节主题沙龙
活动，新老教师欢聚一堂，青
年教师感谢师恩，用心打造威
海五中品牌教育。

活动中，青年教师感谢师
恩，师傅教师无私的帮扶与提
升感动着每一位青年教师，借
此教师节的机会，青年教师们
都精心为师傅准备了小礼物，
并深情地拥抱师傅。王校长对
青年教师和老教师分别提出
了要求与希望，乐做事、多做
事、多积累、多动笔，在全体教
师的共同努力下，用心打造威
海五中品牌教育。

(苏妮娜)

西西涝涝台台小小学学躲躲迁迁后后峰峰西西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姜明艳 ) 目
前，西涝台小学正处于重建阶
段，全校师生暂时躲迁到后峰
西小学一年。

近几年，西涝台社区逐步
建成，片区内的入学适龄儿童
逐渐增多，原西涝台小学校舍
及教学硬件设施，已不能承载
所招收的学生。

为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
保证社区内适龄儿童顺利入
学，高区管委、高区教育局决
定重建西涝台小学，全校师生
暂时躲迁到后峰西小学一年。
后峰西小学为西涝台小学腾
出12间宽敞教室，共享各项功
能室。

9月1日，高区管委为西涝
台小学配备了6台空调大巴车，

全校共分两次乘坐大巴车到后
峰西小学上课。

交警二大队的多名交警为
接送学生的6辆大巴车提供专
项服务，确保学生安全顺利入
校。

今后的一年内，西涝台小
学师生将像9月1日一样，每天
统一集合乘车，到后峰西小学
上课。

9月5日—9月6日，威海环翠
国际中学举行了2014年军政训
练汇报表演大会，初一到初四级
部做了正步走、稍息立正、跑步立
定等项目的表演，汇报了开学以
来的军训情况，交上了一份合格
的答卷。

(王春丽)
在第30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9月9日下午，高区二实小在学校
阶梯教室举行了以“魅力教师我
先行”为主题的教师节朗诵比赛
活动。老师们朗诵的方式多样、感
情丰富，让老师们收获了职业的
幸福。

(张磊)
近日，临港区苘山小学开展

了“向教师节献礼”主题活动。活
动以“感恩教师”为内容，学生通
过制作感恩卡片、诗朗诵等形式
表达心中的“感恩之情”。学校通
过主题队会、黑板报、手抄报等活
动阵地，传递感激和祝福，让学生
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刘玉玲)
9月1日上午，伴着庄严的国

歌，荣成市第六中学1700多名师
生齐聚操场，举行2014年秋季开
学典礼。

开学典礼上，学校负责人首
先回顾了学校上学年所取得成
绩，希望全体师生加倍努力，积极
投身到新学年的教育教学中去。
随后，教师代表和高三学生代表
分别进行了发言，表达了对高一
新生的欢迎，对新学年工作与学
习生活的期望与决心。高一新生
代表谈了对学校的感受，对高中
生活的规划与展望。

(于月辉)
在中秋节来临之际，望岛小

学开展“团圆·和谐·中秋”系列主
题活动，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了
解节日的渊源、形成，以及文化内
涵。

(王军红)
近日，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

的部分师生带着牛奶、月饼等节
日礼品，看望慰问了八十多岁的
抗战老英雄，为其送上了节日的
祝福。同时，该校志愿者服务队也
走进了南城区老干办，为离退休
老干部们送去节日祝福。

(王萍)
日前，环翠区在全区中小学

开展“魅力师者”主题教育活动，
展开“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研讨、
评议和展示活动，提升教师师德
师能水平。

各学校结合自身办学理念和
特色目标，向教师推荐1-2本必
读书，增强读书学习的启发性、人
文性。利用班会、爱心家访及问卷
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学生、
家长对优秀师者的期望，并组织
开展学生、家长评教活动。组织教
师自评、互评及研讨活动，举行

“魅力师者”为主题的征文、演讲
活动。

(王春丽)
日前，统一路幼儿园全体教

师在多功能活动室召开了新学期
工作启动大会。会议由园长主持，
针对上学期和假期工作情况，进
行了全面总结，并就新学期提出
了新的思路与要求，还针对新学
期工作计划进行了综合解读。

(苗华君)

学学自自理理
开学第一天，凤林学校举行了“父母教会我”开学第一课主题教

育活动。开学典礼结束后，在一年级一班，丛老师在教授新入学的学
生叠被子。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报道

爱爱心心
捐捐助助

9月2日，威
海洪波爱心车队
队长姚洪波带领
队员到临港区黄
岚小学，向四名
贫 困 学 生 捐 款
1200元，并送去
学习用品。

本报通讯员
刘敬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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