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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日日咱咱们们跑跑起起来来迎迎接接春春天天
20余团体报名，目前报名人数已超4000人

本报 3月 5日讯 (记者
刘洁 ) 3月 7日(本周六)上
午 8 点 半 ，“ 双 举 海 参 杯 ”
2015 年春季健康跑将在威
海体育场开跑。目前报名情
况火爆，参与者预计将达到
4000人。

春 行 碧 海“ 双 举 海 参
杯”2015年春季健康跑从威
海体育场南广场出发，经体
育场西门向北经福山路至
环海路，沿环海路向东直行

至葡萄滩海水浴场，从葡萄
滩海水浴场原路返回至威
海体育场结束，全长约 9 公
里。跑完全程的参与者都有
机会参与抽奖，抽奖时间为
上午10点20。

作为威海特色的全民健
身传统，本次春季健康跑吸
引了大批健身爱好者，报名
总人数已超4000余人。同时，
很多市民组团参加，本次健
康跑吸引了 2 0 多个团体参

赛，其中市老年体协参与人
数高达650人，成为本届健康
跑最大的参与团体，来自高
区第一小学、威海市第二实
验小学、经区实验小学、锦华
小学、统一路小学、鲸园小
学、西涝台小学等13所中小
学的上百名小记者及家长也
将参与其中。经过筛选，6名
优秀齐鲁小记者合格，将于7
日佩戴本报统一授予的绶
带，担任采访任务。

高区专场招聘会

外贸人才紧俏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程朋 ) 3月 5日，
2015年高区重点企业专场招聘
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

本次招聘会吸引了威高集
团、联桥集团、北洋集团、卡尔电
气等60多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
2485个，涵盖了管理、服务、销
售、加工、普工等行业。市人力资
源公共服务部门在会场提供业务
咨询服务，现场发放政策宣传资
料，免费为劳动者及用人单位提
供劳动就业、劳动维权、创业培训
等各项政策的咨询解答。

当日，前来招聘的很多企业
对外贸人才、各种工程设计师需
求较大，部分企业对外语要求也
比较高。据统计，当日进场求职人
员1800多人，其中833人达成了
就业意向。

周末天气好 相约健康跑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王震) 本
周末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回升较快，
预计市区周六和周日的最高气温在
11℃左右。周日，风向转为北风，且风力
较大，预计当夜和下周一的气温会有
所下降。

6日，晴间多云，南风沿海5到6级，
内陆4到5级，温度沿海-1℃到7℃，内

陆-5℃到8℃，市区-1℃到8℃。
7日，晴间多云，南风沿海5到6级，

内陆4到5级，温度沿海0℃到8℃，内陆
-2℃到10℃，市区1℃到11℃。

8日，多云转阴，南风沿海5到6级
内陆4到5级转北风沿海6到7级，内陆4
到5级，温度沿海1℃到8℃，内陆0℃到
10℃，市区2℃到11℃。

威威海海史史上上最最大大室室内内民民俗俗艺艺术术展展亮亮相相九九龙龙城城
3月5日，在九龙城购物广场

外广场，锣鼓喧嚣的舞龙舞狮吸
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围观，笔者穿
过熙熙攘攘的人潮走进广场，一
进门就被门头和廊道浓浓的元宵
节氛围所吸引，一场大型的民俗
盛会映入眼帘，记者了解到，这次
九龙城为了让广大市民再次感受
传统的民俗艺术，特与社区民俗
艺术协会联合，剪纸、书法、泥塑、
冰糖葫芦等各处都围满了顾客，
大家都纷纷在探讨这些民俗艺术
的精致之处！面塑、剪纸、书法、泥
塑、冰糖葫芦，这些儿时的传统的
民俗勾起了笔者的无数回忆。

“九龙城精心筹备的这场以
“正月十五闹元宵，快奔九龙城！”
为主题的元宵节活动，就是要让
市民在元宵节这天有一个能吃好

喝好玩好的地方，全家人一起赏
民俗、猜灯谜、赢元宵，不仅要让
大家玩得开心，而且还将我们中
华民族的传统民风民俗融入其
中，看着大家合家团聚、同庆佳
节，我们也由衷地高兴，在这里，
我代表九龙城购物广场祝全市人
民元宵节快乐！”正在商场内视察
的九龙城购物广场负责人说。

“过年的这段时间基本上天
天来九龙城购物广场，他们从初
一开始每天都有活动，今天来九
龙城这些我们小时候见过的这些
小玩意真是让我回味无穷啊，今
天带着孩子来不仅孩子玩得很高
兴，而且也让他见识了很多传统
的民风民俗，对传统文化有了新
的见解，真是不虚此行”正带着孩
子逛得高兴的王先生说。“现在一

说到九龙城，我们家孩子就很兴
奋的说探奇乐园，这个地方真的
很适合我们节假日带孩子来玩，
不管楼上吃的、喝的、还是孩子玩
的，再到我们购物真的是一站式
满足啊！”

据了解，九龙城秉承着“都市
生活新时尚”的理念，从正月初一
到正月初七，每天现场都有丰富
多彩的活动，让顾客在购物的同
时收获更多惊喜与欢乐，全客层
的体验是购物新格局切实满足了
顾客吃喝玩乐购一站式购物需
求。

另外，笔者还了解到还有几
天就是三八妇女节了，九龙城还
为女性朋友们准备了好多精彩的
活动，更多的女性用品让利销售，
回馈消费者。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刘洁)
5日，记者从威海市教育局获

悉，为进一步推进中小学校长职
级制改革，威海出台《威海市中
小学校长培养培训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明确中
小学校长培养培训类型、内容及
模式，《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
施。

《办法》规定，中小学校长培
养培训工作坚持“分类指导、按
需培训、学用结合、注重实效”的
原则，采取市、区市分级培训模

式和学时累加制，采用集中培训
和自主学习相结合等形式，4年
一周期，每年不少于72学时、每
周期不少于300学时。

据悉，培养培训内容主要分
为基础性课程、发展性课程、拓
展性课程，每一个模块内容都有
理论性、实践性、研究性和特色
性的学习内容。其中拓展性课程
着重从传统文化、现代科技等方
面提升校长专业综合素质。

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
不同岗位校长的实际需要，培训

分任职资格培训，面向拟任校
长、新任校长；在职提高培训，面
向三级校长、二级校长；骨干校
长专题研修，面向一级校长等；
名校长高级研修，面向特级校长
等，共四种类型。根据培训类型、
目标和内容，主要采取四种模
式：专题讲授式培训模式、研讨
交流式培训模式、互动式教育考
察培训模式、专家引领式自主学
习培训模式，提高培训的吸引
力、针对性和实效性。

据《办法》，威海建立中小学

校长持证上岗和培训登记制度，
初任校长必须在第一个任期内
取得校长任职资格证书，持证上
岗。中小学校长每四年必须接受
规定时数的在职培训，培训和考
核情况要记入校长在职培训手
册和专业成长档案，作为中小学
校长资格准入、继续任职、职级
评定职称评审等方面的重要依
据。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培训的
中小学校长，相关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应督促其改正，拒不改正的
要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理。

《威海市中小学校长培养培训管理办法(试行)》出台

中小学校长每四年必须接受在职培训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姜运乐) 5日，记者

从威海市教育局获悉，2015年
春季开学前后，威海将在全市
中小学开展校园安全集中整
治，开学第一周，各学校须集中
开展校园安保、应急疏散演练
等确保开学校园安全稳定，保
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据悉，开学前，各区市教育
局要联合公安、交通等部门，全
面系统排查和整治接送学生车
辆。集中对接送学生车辆驾驶
员和随车照管人员进行安全教
育培训，强化安全责任意识。完
善和落实应对恶劣天气措施，
接送学生车辆运行实施“六定
两点”制度定人、定车、定司机、

定路线、定时间、定随车照管人
员；值班教师和随车照管人员
分别负责上下车清点学生人
数，并做好交接手续。充分发挥
校车安全运营监管平台作用，
配合交警部门进行适时监管，
及时发现查究各类违章行为，
确保全市校车安全运行。

开学第一周，各学校将集

中开展一次管制刀具、易燃易
爆等危险物品清缴工作，掌控
学校安全状况，把安全隐患和
事故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开
学第一周，各学校将组织师生
开展以防火、防震、防踩踏、反
暴力、防侵害为主要内容的应
急疏散演练，不断提高学生的
逃生自救能力。

中小学开学先上安全课

活动当天10点20分组织抽奖

市立医院提供全程救助服务

长跑是一项强度较大，
距离较长的运动项目，对参
赛者身体状况有较高的要
求，参赛者应身体健康，有长
期参加跑步锻炼或训练的基
础。参赛者可根据自己的身
体状况和实际能力参加比
赛，组委会建议参赛者赛前
去相应医疗机构进行健康体

检。组委会已为报名选手统
一购买保险。

本次抽奖活动不计名
次，凡在 10点 20之前跑完全
程者均可参与抽奖。工作人
员会在折返点发放抽奖券，
达到终点后，请将副券投入
抽奖箱，等待抽奖。

注意安全，跑步过程中

严禁打闹嬉戏。若出现胸闷、
头痛等症状，请及时停止运
动，症状严重请及时拨打急
救电话。威海市立医院将为
本次健康跑提供全程医护急
救服务，救护车车牌号为鲁
K F 9 1 5 F ，随 车 医 生 电 话
18563191977(叶医生)、随车司
机电话13061123622(王师傅)。

五类奖品回报参与热情

为鼓励市民个人、团体的参与热
情，参与活动即可抽取三类奖品：

一等奖 3 名，
可分别获得价值
1070元的双举至尊
高压即食海参王一
盒；

二等奖 9 名，
奖品为价值98元的
双举海参汤圆；

三等奖20名，可分
别获赠高级饮水杯一
个；

前200名到达终点
的选手还可获得一份
高档韩国进口香皂；

凡是报名成功到现
场参加活动的小记者均
可获得金马笔业赠送的
精品彩色铅笔一套。

三八节来临之际，5日，后峰
西小学及幼儿园联合后峰西村委
举行“庆祝三八妇女节”文艺汇
演。来自学校、社区及幼儿园的十
多个歌曲、武术、舞蹈、戏曲节目，
增进了学校和社区交流，营造了
和谐的社会风气。 赵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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