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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荣成3月13日讯(张文
静) 3月9日，荣成市教育局召
开第二轮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推进会议，教育系统创城督
导检查组全体成员，全市各中
小学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
共7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总结点评了前期全系

统创城工作开展情况，提出完
善提升的工作要求，印发解读

《学校创城工作完善提升任务
清单》，并对文化氛围再完善、
文明出行再提升等四项工作进
行了重点部署。

会议上提出，要对文化氛
围再完善，指导全市中小学精

心设计布置，在面向主公路的
围栏上增设关爱未成年人、图
说核心价值观、文明校园创建、
讲文明树新风等宣传看版。

对文明出行再提升，以“文
明行路、排队候车、有序上下”为
主题，健全监督指导和表扬激励
机制，持续提升中小学生文明出

行规范。此外，在学生中持续深
入开展好“小手拉大手，当好文
明小使者；小手拉大手，文明安
全出行；小手拉大手，共建文明
家园；小手拉大手，敬老爱新献
爱心”四项主题实践活动，做到

“小手拉大手”活动再深入。
在志愿者活动再扩面方

面，市教育局要求在常年开展
好教师志愿者护路行动的同
时，进一步建立完善志愿服务
机制、扩大服务覆盖面，各学校
志愿小队定期通过“志愿荣成”
网站发动活动招募，将教师志
愿服务活动延伸到社区和社
会。

教教育育局局召召开开第第二二轮轮创创城城工工作作推推进进会会

本报讯 3月12日上午，《齐鲁
晚报·荣成资讯》近50名小记者及
家长们参观了石岛首个工业旅游
景区——— 泰斗健康产业园。

作为第一批前来参观的小记
者团，该团的小记者们是有备而
来，带着各自的问题虚心求教，他
们希望通过此次的工业旅游，了解
更多知识。在互动环节，小记者们
畅所欲言，都试图用自己脑海里的
知识破解各种问题，而蜊江小学田
悦成和桑云智的回答更是得到了
工作人员的赞扬，“小记者团果然
是名不虚传，回答问题就是积极，
知道的就是多。”

作为荣成乃至威海地区食品
工业的龙头企业，泰祥集团凭借23
年的工匠精神，通过植入“互联网
+”理念，初步实现了从生产加工

型向现代服务型企业的跨越。泰祥
集团完成了我国海运进口澳牛第
一单和全国首批国外参鸡汤进口，
推出的胶东鲅鱼水饺获评山东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泰祥鱼
骨酱等20多个系列的风味和调理
食品以及大批跨境电商进口产品
陆续走进国内各大综合超市，走上
国人的餐桌。

此次进企业大课堂之行，小记
者们领略了家乡名企风采，近距离
感受了知名企业的品牌文化和经
营理念，欣赏了美轮美奂的面塑、
根雕作品，品尝了生活体验馆里的
鱼丸、鱼肉香肠、鱼豆腐、鲅鱼水饺
等冷冻调理食品以及烤鱿鱼丝、鱼
骨酱等常温、罐头系列食品，切身
感受到石岛首个工业旅游园区的
魅力。

小小记记者者进进企企业业，，实实践践采采风风之之旅旅

本报荣成3月1 3日讯 (孙
玉红 ) 在荣成市世纪小学，
有一支文明志愿者队伍，他们
活跃在校园的各个角落，身体
力行纠正和监督不文明行为，
努力打造“洁我校园，向善向
上”的新风气，为创城助力添
彩。

随着文明城创建工作的
深入开展，荣成市世纪小学的
校园里活跃着一支文明志愿
者队伍，他们胸佩“环保监督
员”袖章，课间活跃在校园的

各个角落，一丝不苟地纠正和
监督同学们的不文明行为，维
持校园的整洁，他们就是世纪
小学校园环保志愿小分队。

这支小分队是通过世纪
小学少先队三月“善行节志愿
者招募”活动甄选成立的。每
当课余时间，环保志愿小分队
的队员们总是身体力行，主动
捡拾垃圾，收集废水瓶。走廊
的窗台脏了，他们会拿起抹布
擦干净；有人乱扔垃圾，他们
会上前及时制止；有人踩踏草

坪，他们会予以批评教育。此
外，队员们划定了责任区，会
定时巡查劝阻他人的不良行
为，检查同学们的节约用水用
电情况，制止乱刻乱画、随地
吐痰、乱扔纸屑等行为。

这些环保志愿者通过自
己的文明行为不断地影响着
身边的小伙伴，带动越来越多
同学加入这个行列，“洁我校
园，向善向上”的新风气已在
世纪小学蔚然成风，为全市的
创城工作增光添彩。

世世纪纪小小学学环环保保志志愿愿小小分分队队在在行行动动

在第37个植树节来临之
际，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师生
志愿者们来到了三面环海的成
山林场，亲手种植树苗，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爱自然我们在行
动”的志愿誓言。

张宗芹 刘春平
为丰富女教职工的精神文

化生活，促进学校和谐发展，在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
际，荣成市第二中学校工会组
织开展了庆“三八”趣味运动。

邹英华
3月8日，市电影公司放映

组走进了荣成市第三十七中
学，为全校师生送来了丰富的
精神文化大餐。电影公司还专
为不同年龄的孩子播放不同题
材的影片，但每次开场前都播
放安全、文明、法制法规等具有
教育意义的片段，视频中采用
了身边大量的真实案件、违章
视频、乘车需要注意的问题等
来教育学生，从思想上提高学
生遵守交通安全的意识。

王红宁 刘冰
3月9日，荣成市府新小学参

与了府新社区与市城建局一起
组织的一场“我与小树共成长”
活动，府新小学20名小学生认领

了自己的“成长树”。通过此次活
动，不但培养了孩子们的劳动能
力，也培养了他们爱绿护绿、爱
家乡的意识。 王英水 鞠章君

为丰富学校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内容，提高学生的科学素
养，3月1日，荣成市蜊江小学开
展了智高机器人进课堂活动。
本次活动，不仅增长了学生们
的知识，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
使他们获取了成功时的成就感
和自信，更丰富了该校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内容。 于娟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重长
辈、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培养
学生关心他人、热爱劳动的良
好习惯，荣成市宁津完小少先
大队以“三八妇女节”为契机，
在学生中广泛开展“感恩母亲”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钱晓洁

3月12日是一年一度的植
树节，为了让同学们体验劳动
的乐趣，增强环保意识，养成爱
护花草树木的好习惯，荣成市
宁津完小将本周设定为“宁小
绿化周”，开展了“我和小树一
起成长”主题活动。 钱晓洁

为增长全体师生的消防安
全知识，加强消防安全意识，日
前，宁津中心完小举行了消防

安全知识讲座，从中学习掌握
正确、科学逃生的方法。

李雪 姜妮
3月10日，在党支部领导的

统一组织下，世纪小学的全体
党员师生开展了一次“携手共
建幸福家园，争做为民服务先
锋”的社区活动。 张敏军

日前，石岛实验小学举行
“庆三·八”职工厨艺大比拼，旨
在通过此活动让广大教师放松
身心、振奋精神，并进一步增强
女教师积极向上、团结一致的
集体荣誉感。 宋小伟

3月6日，第六中学举行“美
的健康，健康的美”为主题的三
八节趣味体育活动，让女教师
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快乐健
康地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

姜雪娜
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

世纪小学开展系列节日活动，
丰富了教职工的业余文化生
活。 王艳娜 张彩红

近日，荣成市第三十七中
学乡村少年宫面向全体在校学
生举行了新一届纳新活动。本
次活动旨在向广大学生介绍各
社团的发展情况，并吸纳新的
成员，壮大各社团的力量，给学

生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
平台。 夏莎莎

在创建文明城的工作中，
荣成市第三十七中学扎实开展
各项工作，并且始终将安全工
作放在首位。3月8日上午，学校
召开了校车司机安全会议。

夏莎莎
近日，实践教育中心借创

建文明城活动，把个人荣辱与
国家和社会相联系，在全校开
展核心价值观大讲堂，节约粮
食光盘行动，“校园文明我先
行”排队举牌列队走、排队上下
车等活动，在全校形成了从身
边事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人
人争做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人
人争当阳光进取的五好少年。

王彩华 于庆英
在弘扬雷锋精神，继承“尊

老、敬老、爱老”这一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感召下，荣成市宁
津街道中心完小少先队员利用
双休日期间，以村为单位，村队
长组织本村少先队员进行“弘
扬雷锋精神，争做文明少年”活
动，为孤寡老人送去节日的祝
福和温暖。 卢胜

为传递阳光教育理念、努
力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营造和

谐友爱的环境，为让贫困生树
立起感恩社会、奉献社会、热爱
大自然的健康意识，3月12日，
荣成九中学区全体贫困生和一
部分同学在芬芳社团志愿者老
师们的带领下，来到东山街道
邵家山参加“我们和小树一起
成长”创意实践体验系列活动。

程朋川 王丽苹
为迎接第三十八个植树

节，增强学生爱护树木，树立绿
色文明意识、生态环境意识、可
持续发展意识，宁津完小开展
以“爱绿护绿”为主题的植树节
活动。 张玉芝 程朋川

近日，荣成市石岛实验小
学组织文明小使者走上街头，
清除校周边的烟头等垃圾，打
造一个清新洁静的自然环境，
为创城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丽英
11日，第六中学组织志愿

者服务队在成山镇龙眼港附近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迎接植树
节的到来。 姜雪娜

10日，市第二十五中学区
召开以“聚焦践行四个合格，做
忠诚干净担当合格党员”为主
题的党员大会和民主评议党员
活动。 董向梅

荣荣成成二二中中66名名寒寒门门学学子子受受资资助助

本报荣成3月13日讯(邹
英华) 3月7日，荣成二中的
6名寒门学子获得了石岛爱
心企业“张强金店”的燕子姐
姐无偿资助的爱心助学款。

为帮助寒门学子解决家
庭困境，近年来，一直热衷于
社会公益活动的张强金店与
荣成二中的6名家境贫寒、品
学兼优的阳光学子建立了长
期资助关系。

6名学子向燕子姐姐汇
报了学习成绩和日常生活学
习情况。燕子姐姐倾听学子

们的心声，疏解他们的困惑，
并鼓励他们要乐观向上，努
力学习，规划好人生目标，通
过学习改变命运。最后，燕子
姐姐还给学子们送上《你就
要很独特》和《永远别放弃做
个有趣的人》两本书，希望他
们能够阳光、有个性地发展。

受资助的学子们表示，
感谢燕子姐姐的帮助，一定
会努力学习，不辜负社会的
关爱，学有所成，用自己的知
识来回报燕子姐姐，感恩社
会。


	RC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