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蕴蕴育育健健康康之之美美 构构建建健健康康人人生生
威威海海七七中中打打造造健健体体、、健健心心、、健健身身课课程程新新标标干干

健体课程强身固本着底色

走进威海七中校园，就仿
佛置身于排球的海洋：中心广
场的排球标志、“魅力排球”文
化广场、荣誉墙、冠军墙、体育
明星墙、班级排球文化设计长
廊……

2015年10月，作为环翠区特
色亮点工程，“魅力排球现场
会”在七中顺利召开。现场会
上，校排球队的精彩技战术展
示，“魅力排球”健身操、“排球
宝贝”啦啦操的精彩亮相让与
会领导和教师眼前一亮。

一项运动的普及，仅有运
动员参与是远远不够的。在威
海七中，体育教师们创造性的
运用 “5+10+30”的排球课堂
教学模式，在课堂上普及排球
课程。在威海七中，学生初一能
打下坚实的排球基本功，初二
会运用排球基本技术，初三则
能综合运用排球技战术，到了
初四则能掌握基本排球裁判
法、能独自组织班级比赛。这种
科学合理的安排，既遵循了学
生成长规律，又让学生在不断
进步中更加坚毅与自信。

三十分钟的大课间活动，
除了广播操之外，学校还增加
了排球操、排球啦啦操和排球
自由练习时间。课外活动时间，

教师们在全校开展了以年级组
为单位的趣味排球活动，如夹
排球跑、垫球比赛、两人对传比
赛、班级排球联赛等，提升学生
的团结协作和参与意识，让学
生在快乐中体验到排球运动的
乐趣。

“以球健体、以球增智、以
球促德、以球励志，让学生通过
排球享受健康的教育，拥有健
康的身体，点亮人生底色是全
体七中教师的不懈追求。”威海
七中校长谷娥说。

健心课程立德树人塑品格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排练
心理剧的第二场”，学校专职心
理教师曲芳在活动课的时间里
又在组织“心理剧”社团的同学
开展排练了。在学校的“心理剧
场”里每天都在上演着学生们
身边的故事。校园心理剧通过
演绎校园生活、家庭中的人和
事，为学生提供了互助的氛围
和平台，同时发动学生用自己
的视角思考，发掘学生创造、自
编自导、自演的能力，引起了广
大学生的共鸣，达到了良好的
自我教育的目的，明白遇到事
情应该找谁处理、怎么处理。

“校园心理剧”社团的开展
只是威海七中“健心课程”体系
的一个缩影。

威海七中通过心理健康教
育课、学生团体活动、个体辅
导、青春彩虹心理社团、教师沙
龙、教师幸福成长课堂、家长讲
座、家长团体辅导等多种形式，
面向学生、教师和家长三个群
体开展专项心理辅导、制定心
理专题活动、关注特殊学生群
体、挖掘健心课程外延，全面净
化学生心灵，提升师者幸福，促
进家长成长，深化“健心课程”
内涵。

每学期初，学校会对学生
开展心理摸查，以便于有针对
的开展活动。周一下午心理健
康课，班主任会在课堂这个主
阵地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
育；定期组织的专题教育活动
面向全体学生进行入学适应、
青春期讲座、体验式活动、生涯
规划等形式普及心理知识；“彩
虹使者”“成长快乐营”、“向阳
花开”三个团体常态开展；面向
个体的“彩虹驿站”展定期跟踪
式个体辅导，帮助特殊学生改
善心理和行为。

健行课程学会生存谋发展

威海七中以生命安全教
育、文明礼仪教育、生涯规划教
育为抓手，创新教育形式，打造

“健行课程”，让学生学会生存、
学会规划、谋求发展，创造更辉

煌的人生。
与传统的课堂授课模式不

同，学校注重开展体验式教学，
以开放、实际操作、多维度体验
的原则，采取“安全教育校本课
程+安全体验+安全技能+等级
考核”的模式，将自救自护、消
防知识、逃生自救等知识相结
合，通过各功能区相关知识展
播、实践体验、模拟情景、自救
逃生等区域设置，运用实物陈
列、影视播放、亲身参与等方
法，生动、形象、直观的向学生
们传递安全意识、普及相关安
全知识，让学生在寓教于乐中
提升安全意识和安全自救互救
技能。

2016年9月，学校内引外联与哈
工大(威海)继续教育学院签订
合作协议，成为哈工大(威海)青
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建立
学校“启航”生涯规划工作室，
组建了教师、专家、家长三级生
涯规划导师团队。
2017年6月27日，威海市文明礼
仪协会青少年文明礼仪教育基
地威海七中揭牌，标志着威海
七中和威海市文明礼仪协会结
成了长期友好合作的关系，也
为今后进一步的深度合作提供
了有力地保证。为了抓住以课
堂主阵地，学校开设文明礼仪
课程，编写文明礼仪校本教材，
让每一个学生从中受益。

本报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通讯员 韩秀梅

近年来，威海七中紧跟国家教育方针，立足学科核心素养，围绕“顺天致性 健康和谐”的特色理念，以培养学生“健康康 优雅 坚毅 仁爱”的品格为引
领，着力打造“健体”“健行”“健行”三大课程体系，蕴育健康之美，构建健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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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印印店店主主私私刻刻公公章章““办办公公事事””
有有派派出出所所、、民民政政公公章章，，盖盖章章轮轮次次收收钱钱，，店店主主员员工工都都被被判判处处有有期期徒徒刑刑

本报威海11月23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雷鸣)

近日，高区法院审结一起伪造
国家机关、公司印章案，赵某、
许某没有制作印章资质，却刻
制多枚国家机关印章和公司印
章牟取私利，最终获刑。

赵某经营一家文印店，许
某为员工。今年4月24日，高区
公安检查该店时查获各类印
章88枚。印章名目繁多，有个
人印章也有公司印章，甚至还

有派出所、民政局等国家机关
公章。经鉴定，部分涉及国家
机关和企业的印章是伪造品。
8月29日，赵某、许某因涉嫌伪
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
印章罪，被公诉至高区法院。

赵某交代，文印店主要业
务就是刻章，根据顾客需求，可
以刻个人名章，也可以刻政府
部门、企事业单位公章。客源主
要依靠朋友介绍，文印店楼下
摆放着“刻章”广告牌，部分客

人是看到广告进店刻章的。除
对本地客户，文印店也承办异
地业务。“假公章”用途不同收
费不等，如派出所、民政局公
章，盖章一次收取50元；户籍用
章，盖章一次收100元。

根据顾客证言，该店小有
名气，基本都是经熟人介绍业
务，甚至有人认为该店就是派
出所指定的刻章点。除伪造的
印章，民警还在店内找到印章
机、刻章机、数字标码、印章模

具等作案工具，查获违法所得
现金3580元。

法院查明，赵某在不具备
相关资质的情况下，刻制多枚
国家机关、公司印章谋取利益；
许某明知印章是伪造品，仍帮
助赵某制作文书并使用相关印
章，二人行为构成伪造国家机
关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赵
某系主犯，许某系从犯。

高区法院判决赵某犯伪
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
万元；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二
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
年，并处罚金五万元。许某犯
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判处有
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一万
元；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一
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二万
元。

好好人人王王志志伟伟捡捡钱钱包包，，报报警警寻寻失失主主

包包内内有有33000000元元现现金金、、22万万元元存存单单等等大大量量财财物物

本报威海11月23日讯 (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孙志
文 ) 5 5岁的荣成市民张先
生去银行取款，回家途中丢
失装有3000元现金、2万元存
单等财物的钱包。幸运的是，
好心人王志伟捡到了这个钱
包并报警。

11月22日早晨，55岁的
荣成市俚岛镇居民张先生去
镇驻地某银行取款。10时许，
张先生回到家，突然发现钱

包不见了，包内装有刚取的
3000元现金和2张银行卡、1
张两万元存单。张先生赶紧
出门沿着原路寻找，但未见
钱包踪影。无奈之下，只好报
警求助。

接警后，荣成俚岛边防
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调取监
控。就在民警查看监控录像
期间，值班民警接到了一个
电话，对方自称在镇驻地某
银行门口捡到了一个钱包。

核实，钱包正是张先生所遗
失的。

好心的捡包人名叫王志
伟。事发当天上午，王志伟经
过银行门口时捡到钱包，发
现内有现金和银行卡、存单
等，在银行门口久等失主未
果，王志伟短暂离开现场办
理自己的急事，忙完后就第
一时间报警。当天上午，王志
伟来到派出所将物品分文未
少还给张先生。

速读
11月24日，临港区黄岚

小学举行了“学习十九大，
童心向党”红歌赛。比 赛
中，铿锵的旋律，嘹亮的歌
声，整齐的队列，优美的动
作，孩子们在旋律的 感受
中体味着历史，在歌词的理
解中品读和平的幸福。此次
活动的开展，表达了黄岚小
学学生听党的话，跟党走的
决心和对国家繁荣昌盛的
美好祝愿，党的关怀和领袖
形象在孩子们心中深深扎
根。

姜宁宁 杨明红
为更好的开展冬季体育

运动，增强学生的体质，培养
学生团结、拼搏的精神，11月

21日，临港区黄岚小学举行
了一场跳绳比赛。比赛中，只
见一根根彩绳、一个个纯真
的笑脸在阳光下翩翩起舞、
美丽绽放。每位同学都使出
了浑身解数，表现出了不凡
的实力。通过活动，学生们既
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身心，
丰富了课余生活，更促进了
黄岚小学学生素质的全面发
展。

杨明红 姜宁宁
11月23日，蔄山小学组织

了一次大规模校车突发 (消
防)事故应急疏散逃生演练，
全校乘坐班车学生及相关教
职工1900余人参加。

刘敏腾 邢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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