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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开讲座教女生保护自己
本报 4月 12日讯 (通讯员 姚小

慧) 为使女生掌握必要的安全常识，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近日文登
区文昌小学邀请区人民法院刘平法官
到校为全体女学生作以“护好身体的
小秘密”专题讲座。

刘平法官结合生活中的真实案
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让学生了解了
怎样的身体接触属于不正当的接触，
并就女生自救、自我防护等安全知识
对在座女生进行了教育。讲座强调当
学生受到可疑人跟踪，试图接触时要

及时告知家长及老师；如果自我感觉
不舒服，拒绝别人做亲密动作或触碰

“身体小秘密”的部位；如果受到性侵
害，要尽快告诉家长或报警，切不可害
羞、胆怯，延误时间丧失证据，让罪犯
逍遥法外；不与陌生人说话，不贪小便
宜，不要单独外出；上学放学路上要结
伴而行，家庭较偏僻的同学尽量让家
长接送，独自在家时要关好门窗避免
不法分子的入侵等等。

整个讲座严肃、生动而又活泼，使
学生深受教育。

为培养学生的健康审美情趣，养成良好
行为习惯，3月30日起，西涝台小学组织开展
了为期一周的“人人争当一面镜子”系列活
动。 崔萍

近日，文登七里汤小学利用学区地下温
泉丰富的资源优势，开设游泳校本课程。家长
由衷感谢学校培养孩子的特长，掌握终身受
益的健身技能。 陈月英

“书法艺术”教育是长峰小学“本根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学期伊始，学校以“书法
寻根”为主题，成立“墨·韵”书法社团，开展系
列主题活动，打造书法特色校园。3月30日，学
校举行了新学期教师“墨韵”书法社团启动仪
式，聘请指导教师对全体教师进行了书法知
识培训。 丛子涵

长峰小学家委会倡导家长们在百忙之中
阅读《不输在家庭教育起跑线》这本书。近日，
在长峰小学录播室举行了第一次家长读书交
流活动。会上，各位家长针对书中部分触动心
灵的片段进行了分享。 通过读书交流活动，
家长们决心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从改变自我
开始，以尊重和理解为前提，带领孩子走进知
识和生活的百花园，去采摘成长中更多的精
彩。 钟苏丹

近日，统一路小学一年级级部创造性地
开展了把采摘、科普、高铁等多个项目融合的
户外春游活动。本次活动以“畅享绿色生活”
为主题，开展了到农村品鉴有机食品，感受生
态自然环境，增长海洋科普知识，乘坐快速轨
道交通等多项活动，家长和孩子们亲身体验
一小时都市圈生活的便捷。

宋绍敏 梁鹏飞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与老师的责任感、使

命感， 3月20日下午，省少工委邀请专业老
师到后峰西小学进行家庭教育讲座，主题是

“父母的态度决定孩子的命运”。 丁宁
四月初，威海九中举行“潜心读书润泽生

命”读书活动之名著检测活动。活动检测的名
著有《童年》、《鲁滨逊漂流记》、《骆驼祥子》和

《傅雷家书》。试题是由学生根据假期的阅读
体验出的自测题中筛选出来的，这样不仅锻
炼了学生筛选重点信息的能力，又趁热打铁，
将名著进一步巩固，使得名著经典更加扎实
地植根于学生的内心，丰富了学生的文学素
养。 史新艳

日前，蒿泊小学开展了“花籽泥中落，天
香云外飘”养花启动仪式。由学校给每个级部
发放花种，一二年级发放万寿菊，三至五年级
发放了百叶草，使人人参与养花系列活动，为
美化净化环境尽一份力。每个班级召开“花籽
泥中落，天香云外飘”养花动员班会，并由班
主任老师带领下种养花草。“大手牵着小手”
高年级往年有养花经验的同学教低年级同学
种植。 孙燕

4月上旬，海埠小学开展了“海魂训练营”
学习习惯比赛活动。活动从学生的服装、精神
面貌、整队、行进中的队形队列以及进入录播
室后上课时的常规方面，如听课、发言、读书、
写字等方面进行评比。各班学生的精神面貌
得到了很大改观。 杨冰冰

日前，威海九中近日开展了“我是好少
年”评选活动。同学积极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
展示给大家，他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
进步。各年级段更是用丰富多彩的方式，综合
了学生、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等多方面的意见，
推出了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推荐和评审，
王倩倩等3位同学脱颖而出，被授予“威海九
中好少年”称号。 孙绪伟

近日，临港区教育局根据威海市教育局
文件精神，结合临港区的实际，开展“一师一
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活动目标定为本年
度每人至少要上好一个研究课，并开发出校
级优秀研究课例，形成“人人有优课、课课有
特色”的校本教研新局面。通过参与区级“晒
课”和“赛课”活动，形成一批在威海市内有一
定影响力的中小学各年级、各学科、各主要课
型的生成性、示范性优质课程资源。 王爱娟

临港区苘山小学各备课组近期组织开展
听课、评课系列教研活动。学校规定每学科备
课组长要先讲一节公开课，所有同科教师听
完后给出意见和建议。 张义芬

近日，高区二实小举办“面点达人”比赛
活动。本次比赛本着“自主创新、营养美味”的
活动宗旨，以创意、营养、外观、童趣为评分标
准。 王晓妮

临港区黄岚小学日前举行了一次缅怀革
命先烈讲故事比赛。学校还号召全体同学读
一本有关英雄事迹的书，做一份“我心中的英
雄”为主题的手抄报，给家人讲一个英雄故
事，通过各种形式，让学生了解革命历史，激
发爱国热情。 刘金霞 姜宁宁

为进一步加强师德建设工作，增进师生
间的理解和沟通，帮助学习、生活、心理困难
的学生走出困境，增强自信，迈向成功，临港
区苘山小学认真组织开展了“师生结对爱满
校园”活动。 曲淑君

4月10日，新都小学以做“中国少年圆
少年中国梦”为主题，举行了第3届少先队
大队委竞选大会暨欣欣嘟嘟督查大队选举仪
式。 栾莉娜

消防演练

日前，皇冠小学举行“强化安全管理共建
和谐校园”安全教育日“三个一”系列活动，以
推进学生安全教育的有序开展，培养学生珍
爱生命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救自护能力。

董亮
近日鲸园小学开展了七人制足球赛活

动。本次活动为期一周，通过师生七人制比赛
展示，使学生初步了解七人制足球的基本规
则和基本踢法，同时让孩子们感受足球带给
他们的快乐，为传承和发展鲸园小学的足球
特色迈上新台阶。 刘婷婷

乳山市畅园学校在全校范围内开展禁烟
活动。学校成立禁烟工作领导小组，随机检查
办公室是否有违规现象，检查结果将与各处
室、办公室、个人的业务考核挂钩。通过督查，
让远离烟草成为师生的自觉行为，让吸烟者
争相戒烟成为时尚，劝阻吸烟，拒绝二手烟共
同创造良好的无烟氛围。 高宁

日前，乳山市畅园学校开展“盆栽花草进
校园，我为班级添绿色”活动。学校号召学生
将自己喜欢的小植物或植物种子带到校园栽
种。同时班级成立“爱绿、护绿”管理小组，班
主任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观察盆栽植物，
并记录好观察笔记和养护心得体会。学校还
通过家长一封信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动手栽
培，或者在家长指导下播种花草。鼓励学生利
用废旧的矿泉水瓶或是废旧的大碗面盒、酸
奶盒制作精美独特的个性花盆。花盆外面制
作精美标签，标明花草名称、浇水周期及养护
人等信息。增加学生对植物生长的了解以及
增强学生爱绿护绿、美化班级的意识。 高宁

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增强爱国
主义情感教育，近日苘山小学组织了“缅怀祭
奠革命先烈，增强传统文化教育”主题演讲比
赛，号召孩子们用自己真挚的声音表达出对
先烈们的怀念与敬佩之情。此次活动得到了
学校师生与家长们的广泛关注与支持。

陈鲁美
3月12日，大岚寺小学开展以“共创一片

蓝天，同爱一份绿色”为主题的植树节活动。
纪丽

为促进少年儿童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提
高，推进素质教育深入发展，近日，大岚寺小
学四五年级举行首届汉字听写大赛。

于海宁
为提升教师“优课”(微课)设计与制作水

平，近日，古寨中学举行“优课”应用与微课程
开发培训活动，全校近200名教师参加培训。

孙妮静
4月1日下午，后峰西小学召开本学期第

一次学校体育工作表彰大会，奖励4月份代
表学校参加高区乒乓球比赛的8名同学每人
一双球鞋。后峰西小学重视体育，确保学生每
天一小时体育锻炼，培养文理兼备、全面发展
的学生。 刘贤忠

为了让学生们了解“昆嵛山和昆嵛山的
革命故事”，近日，新苑学校举行了“拥抱昆嵛
山的春天，践行爱国主义教育”踏青活动，共
625名学生和家长来到昆嵛山踏青。 陈曦

近日，千山路小学隆召开了第六届“快乐
体验”田径运动会。本次运动会增设了双人跳
绳、搭桥过河、螃蟹运瓜等亲子项目，使家长
与孩子们更加亲密融洽，更为家校交流搭建
了有效的平台。 杜娟

近日，威海市河北小学开展了以“中国梦
英烈情”为主题的跨学科融合式主题教育。

要求全体教师挖掘本学科中相关教育素材，
对学生进行深层次主题教育，营造“全科、全
程、全员”的育人氛围。 丁磊 黄译莹

为让学生能够提高环保意识。近日，青岛
路小学组织参加了“穹顶之下绿满威海”大型
公益植树活动，参加活动的同学们热情高涨，
平常连铁铲都没摸过，却有板有眼地当起了

“园艺工程师”。 丛颖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倡导文明新风，推

动“放飞中国梦”主题活动深入发展，高区东
涝台小学在清明节前后开展了“网上祭英
烈”、祭扫垛顶山烈士墓等主题活动。

曲晓娜
日前，码头小学携手东山社区开展“制作

风筝，放飞梦想”活动，东山社区工作人员与
学生亲手制作风筝，并一起放飞充满灵感与
创意的风筝，活动丰富孩子的校园生活，培养
了学生动手、动脑能力。 郑玲

近日，威海职业学院院团委主办、技工教
育教学部承办，全院1000多名学生进行“奔跑
吧青年”荧光夜跑活动，号召学生“走下网络、
走出宿舍、走向操场”，夜跑参与者进行“向雷
锋同志学习”千人签名，承诺继承和发扬雷锋
精神。 张燕燕

近日，码头小学开展了“做书签，促读书”
活动。学生利用硬纸卡、彩纸、废弃的包装纸
等，自己动手设计制作书签。让学生体验了创
作的乐趣，培养爱读书的好习惯。 孙贻松

为提高师生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3

月30日，西涝台小学举行安全逃生疏散演练。
上午9时40分，警报声响起，各班学生在任课
教师带领下，有序迅速撤离教学楼，紧张不慌
乱。负责楼梯口疏导的老师坚守岗位，直到最
后一名学生通过才撤离。 李琦

日前，威海十中在学校北操场举行教职
工消防器材培训活动。
本报记者 王帅 通讯员 宋瑾 摄影报道

七里汤小学举行传统美德故事比赛

本报 4月 12日讯 (通讯员 陈月
英) 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
美德，丰富学生的生活，近日，文登
区七里汤小学举行中华传统美德故
事比赛。

比赛分低、中、高三个阶段进
行。17位小选手们赛前精心选稿，认
真准备。比赛中，学生们讲到了许多
关于我国传统美德的故事，“暖不忘

寒”、“金孝拾银”、“孟母三迁”、“孔
融让梨”等故事博得台下观众们热
烈的掌声。赛后 ,许多学生表示：今
天听到了很多之前不曾听过的传统
美德故事，深刻感受到中华优秀文
化和传统美德的经典魅力。

今后，学校将进一步开展践行
美德活动，让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
美德不仅内化于心，而且外化于行。

文登实小重实践拓展学生综合能力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张海芳) 为提升学生的综
合实践能力，8日，文登区实验小学组
织三年级学生开展了“我的包子我来
做”主题实践活动，这是学校拓展实践
渠道提升学生综合能力活动的缩影。

当日活动中，学生们在餐厅师傅
的协助下，做好了和面、拌馅的准备工
作。开始动手包包子了，有的学生无从
下手，有的学生会说不会做，也有的学
生手忙脚乱的，捏住了包子的这头，那
一头已经露馅了。在餐厅师傅的讲解
和指导下，经过两节课的实践体验，学
生们进步非常大，他们学会了擀面皮，

学会了捏简单的包子折，虽然不是那
么美观，但也包的有模有样。

一直以来，文登实验小学非常重
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本着“校本资
源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充分挖掘”的原
则，开发了近20项校本实践活动项目
和多处校外实践活动基地，以提升学
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学生们先后到“文
登营羊毛衫厂”“猕猴桃、苹果基地”

“汤泊温泉”“环境监控中心”“星达玻
璃厂”“貂养殖场”“貂皮加工厂”等实
地参观、学习、体验。他们在动手实践、
互动交流等体验活动中，展示自我和
锻炼自我，多种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为提高师生安全防范意识，掌握避震逃生
技能，近日，黄家沟小学开展的防震应急疏散演
练活动。图为演练的警报声响起时，学生在教师
的带领下，有秩序的迅速撤离教学楼。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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