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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33届届全全省省青青少少年年航航模模比比赛赛
长峰小学获得三个奖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宋玉燕 ) 日
前，在山东省第三届青少年航
模比赛中，长峰小学参赛选手
喜获一等奖。

为培养学生学科学、爱科
学、做科学的兴趣和能力，长峰
小学开设“航模”特色社团。学
生自愿报名组队，学校聘请威
海云翼飞行俱乐部老师进行每
周一小时理论指导、2小时试飞
指导。

学生先观看汽车飞机模型
表演，体验科技应用的神奇魅
力，又陆续学习手掷弹射飞机、
橡筋直升飞机、橡筋滑翔飞机
的组装、调试、试飞。在打磨、组
装、调试、试飞过程中，体验着
飞翔带来的快乐，也掌握科普
知识。

近日，在山东省第三届青

少年航模比赛的橡筋动力直升
机项目中，长峰小学四年一班
的丛辰轩获一等奖，五年级一
班的袁嘉逊、于淼分别获得二

等奖、三等奖。“航模进校园”活
动不仅会让学生们插上科技的
翅膀，也进一步助推了学校科
技创新教育的快速发展。

迎新年

2015年1月1日，孙家疃第
一幼儿园举行“雏鹰试翼、童心
飞扬”迎新年汇报演出，演出共
持续三天，幼儿园大厅座无虚
席，孩子们的精彩表演感染着每
一位家长，带给大家无限的欢
乐。

通讯员 戚巧 房丽 摄

天气越来越冷，为切实增强
学生体质，西涝台小学以“开展阳
光体育运动，增进师生身心健康”
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阳光大
课间活动，各学校班主任、教师积
极参与，跟学生一起进行冬季长
跑、跳绳、拔河，在运动中强健体
魄，收获快乐。“大课间”活动活跃
了同学们思维，增强了体质，还培
养了同学之间的团结协作精神，
打造了阳光、快乐、和谐的校园，
使学校的校园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多彩。

姜明艳
近日，以“圆我中国梦”为主

题的美文诵读比赛在高区黄家沟
小学如期举行。学生以饱满的热
情诵读爱国诗篇，近四百名师生
尽情分享了这场红色经典盛宴。

刘芳
为丰富了校本课程，近日，草

庙子小学举行乒乓球师生系列对
抗赛。比赛采用师生挑战赛、师生
擂台赛、师生循环赛、师生混合双
打等形式，吸引了众多乒乓球爱
好者加入。

宋强 宋丽君
为构建“和融共进”的团队文

化氛围，近日，统一路小学进行
“熔炼和谐团队·熔铸统一精神”
教师团队文化展示，学校九个团
队、80多名教师参加。

冯永香
1月5日下午，大岚寺小学举

行“我爱我校，和美共进”班主任
论坛。17位班主任结合班级“美特
色”打造,交流自己的班级管理心
得。

孙双双
为培养学生热爱经典诗词，

近日，临港区苘山小学举办经典
诗文背诵比赛。孩子们将《暮江
吟》、《清平乐 六盘山》、《江雪》
等一首首经典诗词，演绎的非常
精彩。

陈鲁美
近日，锦华小学五年级六班

举行“炫酷闪耀，谁与争锋”班级
首届YOYO球大赛。最精彩的还
数花样对抗赛，两位选手各出绝
招，精彩的表演点燃了全场热情。

孙巧静
寒假即将来临，为进一步优

化课堂教学、促进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近日，西涝台小学各教研组
开展以“如何复习”为主题的交流
研讨会。研讨会采取不定时、不定
地点的交流模式，让在场教师都
受益匪浅，尤其对于年轻教师来
说，促进了个人的快速成长。

艾金磊
大岚寺小学利用生活环境中

的教育资源，拓宽教育途径，开展
“民族文化与习俗教育”主题班
会，利用各种图片、展板、手工制
品、艺术作品，为学生创设蒙古、
傣、哈萨克族文化教育氛围，感受
着民族服饰独特的艺术美感。

苑春燕
近日，乳山冯家初中创新学

生用餐管理方式，解决就餐争抢
拥挤、餐厅饭菜发放压力大等问
题。学生就餐时，以班为单位排队
到餐厅门前，上交“学生用餐情况
报告单”，注明本班本次用餐的男
女人数及临时不就餐的人员名
单，值日教师清点人数，到相应窗
口领取。

宋晓艳
日前，怡园中学2015庆元旦

家校联欢文艺汇演在乳山市高级
技工学校的礼堂举行。

校领导和新一届家长委员会
领导出席活动并与全校1200余师
生一同观看了演出。

优美大气的教师大合唱《中
国味道》拉开了元旦文艺汇演的
序幕。

曼妙柔美的开场舞《伞舞扇
韵》带动了整个会场的气氛;热情
欢快的独唱《炫海娃》、激情奔放
的二胡独奏《战马奔腾》诙谐幽默
的双簧《一唱一和》给领导老师同
学们带来开心和欢笑 ;配乐诗朗
诵《激情燃烧的岁月》诠释了同学
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器
乐联奏和校队的舞蹈节目《we
will win》精彩表演更是引来了台
下阵阵的掌声和欢呼声，将汇演
气氛推向了高潮。

常丽艳 宋悦

1月 15日，凤林学校举行以
“丝韵绽放，群舞凤林”为主题的
葫芦丝展示活动。活动分初中和
小学组，以班级为单位展示，不同
的班级展示出不同的风采。

于俊杰
近日，码头小学举行“谐美课

堂”教学大赛。教师用先进的信息
技术手段辅助教学，学生享受课
堂，教学质量提高。

江华
日前，威海九中组织学生开

展系列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分为
三个社会实践小分队，分别到高
区消防大队、东发老年公寓和福
山路沿街，进行参观和志愿服务
活动。

段云飞
为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日前，

乳山市畅园学校举行“颂中华情，
唱心中梦”第四届合唱节暨经典
诵读比赛活动。

迟英红 辛戈
蒿泊小学加强学校雪天安全

工作，及时加强对校园操场、进出
道路、教学楼的安全排查，对易发
生滑倒、摔跤的地方，安排专人站
岗及时解决安全隐患。

车丽静 马群
日前，海埠小学举行“亮歌喉

展风采”音乐素养检测活动。检
测以三年级学生为对象，随意抽
取20名学生，教师从音乐课本上
随机挑选歌曲，学生在老师伴奏
下进行个唱和合唱。活动有助于
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更有利于
学校文化内涵建设，推动学校特
色发展。

王芳芳
元旦过后，西涝台小学开展

“感恩父母 与爱同行”孝亲主题
月活动。“感恩父母 与爱同行”演
讲比赛近日举行，来自全校12个
班级的参赛选手，通过演讲表达
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之情。通
过本次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了
天下父母的伟大和无私，同学们
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父母。

刘晓艺
2015元旦,大岚寺小学开展异

彩纷呈的庆元旦活动，师生、家长
汇聚学校校园，以歌舞、书画、联
欢等多种形式奏响了新年的新乐
章。

许燕
为确保学生在校每天一小时

体育锻炼，近日，东涝台小学组织
全校跑操比赛。比赛从口号指挥、
服装及步伐整齐、精神状态等 6

个方面进行评分。
袁志辉

1月19日—23日，凤林学校举
行“迎新春 共和谐”学生儿童画
展评，绘画主要内容是学生庆祝
新春生活幸福和谐。学生积极参
与其中，充分发挥想象力，描绘出
一幅幅生动、活泼、美丽的图画。

于俊杰
为进一步落实孩子们的查字

典技能，临港区苘山小学三年级
组举办查字典比赛。比赛目的是
使学生进一步掌握音序查字典和
部首查字典两种方法。

陈鲁美
日前，码头小学举行“与美同

行——— 张扬个性”教师粉笔字大
赛，扎实教师教学基本功，促进教
师专业化发展。

张日凤
日前，海埠小学举行“爱生智

慧，情动教育”教师读书活动。学
校 为 教 师 指 定 了 一 本 精 读 书
目———《爱心与教育》。教师结合
自己的实际工作发表感言。

杨冰冰
近日，大岚寺小学举办一年

一度的“和美岚小艺术节书画
展”，组委会共收到参赛作品100

余件。作品以多样的风格展示新
形势下学校的文化底蕴，展现了
全校师生的文化生活和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

纪丽
近日，乳山冯家初中启动“荐

书导读”活动，活动要求全体教师
根据平日读书所感所悟，写出导
读卡片，简要概述荐读书目的主
要内容及荐读理由，学校编发“荐
书导读”卡片集，通过校园网、宣
传栏、读书交流会向师生推荐。

宋晓艳

爱爱心心市市民民匿匿名名救救助助贫贫困困生生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刘超) 日前，记
者从文登区界石中学了解到，
一位市民来到学校将 2000元
捐给两位贫困生，之后匆匆离
去，不肯告知姓名，学校老师
透露，只知道该市民是文登抽
水蓄能有限公司员工。

界石中学副校长于永江
介绍，获得资助的两个贫困生
是兄弟二人，还是孤儿，目前
随姑姑生活，姑姑家经济拮
据，长期靠低保维持生活。受
助的一对孤儿学习刻苦，成绩
优异，每人每学年享有困难生
补助 1 2 5 0 元，但生活依旧困

难。
捐赠者通过朋友了解到

兄弟二人的情况，经与学校核
实，资助2000元。当天，捐赠者
匆匆离去，不肯透露姓名。界
石中学老师透露，捐赠者是文
登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员工，具
体姓名不详。

““社社会会妈妈妈妈””为为1199名名贫贫困困生生送送爱爱心心
本报讯 (通讯员 宋悦 )

日前，乳山市妇联在市政协五
楼会议室举行“社会妈妈”—东
方福爱心联盟捐资助学行动，
19名高中贫困学生与爱心企业
拉手结对。仪式上，被救助的贫
困学生每人领到了2000元救助
金，并与“社会妈妈”交换了《真

情关爱 幸福牵手》结对帮扶
爱心卡，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
温暖和关爱。

“社会妈妈”虹桥拉手活动
是乳山市妇联在全市发起的一
项爱心公益活动，其主旨是发
动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人士奉
献爱心，帮助家庭困难的孤贫

儿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活动
开展至今，有 170多个单位和
3100多名热心人士参与到“社
会妈妈”虹桥拉手活动中，投入
的资金及物品折款达260多万
元，800多名濒临失学的孤贫儿
童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得以继
续求学。

我七彩的校园
我那亲爱的校园真是一个

色彩斑斓的美丽世界啊！
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

的色彩使我的校园变得十分美
丽、色彩丰富。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生
机勃勃，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许
多植物都抽出了嫩绿的枝叶，
一眼望去，卷入眼帘的是嫩绿
的小草、树木以及五彩缤纷的
花团在竞相开放。繁花似锦，绿
海荡波，使人感到清新、开朗、
愉悦、舒畅。这鲜红嫩绿、姹紫
嫣红，好似一个娇嫩的小孩子，
展现着春天的色彩。

渐渐地，清新舒畅的春天
成了色彩浓郁的夏天。卷入眼
帘的又是一幅画卷：大树那十
分浓郁的深绿色的叶子好似许
多许多块有浓有淡的祖母绿，

上面嵌着黄、白、红、粉色的钻
石水晶，再加上红、黄、嫩绿色
的树、叶子，色彩丰富鲜艳，层
次多彩，有嫩绿、翠绿、青绿、墨
绿。春天的小孩子已长成了一
个浓眉大眼的青年，展现着夏
天的色彩。

夏天过了，此时展现的便
是秋天。走进校园，只见火红一
片，像熊熊燃烧的火焰；金黄一
片，像色泽耀眼的熔金。红、黄
交相辉映，明亮无比。再看地
下，真是“秋风扫落叶”，地上也
同样火红一片，如铺上去的大
红地毯，美丽极了！红黄两色交
相辉映，好似一个中年男人，展
现着秋天的风采。

金秋过了，紧接着就是我
最喜爱的、大雪纷飞的冬季。千
万个白色“雪精灵”直冲地下，

可谓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大雪过后，放眼望去，天地一片
白皑皑。大地披上银装，只剩下
冬青树仍在那寒冷的冰雪、刺
骨的寒风中屹立，在一片白茫
茫中送来那令人舒畅的翠绿。
梅花也在那里用粉红花儿为冬
天带来生机以及美丽的色彩。

校园还有生机呢！那就
是——— 我们的同学们。他们在
白雪里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
为白茫茫的冬天增加丰富的色
彩。此时的校园一片白皑皑，像
一位老人，长着白白的胡须，展
现着冬天的色彩。

我那美丽的校园真是一个
多姿多彩、四季如画的美好世
界啊！

实验小学五年级一班 王睿
指导老师 谷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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