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教育 2017年12月5日 星期二

编辑：李楠楠 美编：李艳梅 校对：周宣刚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李
楠楠 ) 记者从烟台格罗宁根
大学筹委会获悉，烟台格罗宁
根大学图书馆楼钢结构胜利封
顶，预期2018年6月底工程竣工。
同时，校园改造工程一期二标
段开工，新大学改造的各项工
作正持续稳步进行中。

近日，烟台格罗宁根大学
图书馆楼钢结构胜利封顶，现
场举行了封顶仪式。据悉，一期
图书馆楼改造工程于2017年3月
21日完成招标工作，6月12日施

工单位进场施工，预期2018年6
月底工程竣工。钢结构封顶是
图书馆楼改造工程建设中里程
碑式的标志，是整个烟台格罗
宁根大学校园建设工作的重要
时刻，是校园改造工作取得的
阶段性成果，为后续工作推进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烟台格罗宁根大学一
期二标段开工典礼在双塔学生
公寓楼前举行。本次烟台格罗宁
根大学校园改造一期二标段建
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双塔学生公

寓和学生餐厅改造工程，计划工
期150个日历天。据悉，荷兰格罗
宁根大学代表团本次来访，除了
参加封顶仪式与开工典礼外，还
与中方各方相关人员一同探讨
了有关家居设计，IPM教室，20楼
餐厅，教学楼、学生公寓、餐厅、
信息与通讯技术等在内的时间
安排、招投标以及钟表设计等相
关问题，并参观烟台持久钟表集
团进行企业实地考察。新大学改
造的各项工作正持续稳步进行
中。

葛校园播报

牟平实验中学成立家长委员会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与学生家庭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让家
长更好地支持和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牟平实验中学于2017
-2018学年第一学期成立了家长委员会。

为使家长委员会真正发挥作用，成为“家”“校”之间沟通
的桥梁，学校以非常严谨的态度对待筹建这项工作，在自荐、
推荐和互相了解的基础上，每班推选出2名家长成为级部家
长委员会委员，在此基础上又推选出8名家长担任常务委员，
各级部的常务委员成为学校家长委员会委员，各级部推选出
2名成为学校家长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并于近日召开了首届
家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

常务委员们表示绝不会辜负家长的信任与学校的期望，
发挥代表作用，履行代表义务，为学校工作建言献策，为促进
学校更好更快地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矫清 石学进

芝罘区南通路小学慕振亮老师
获华东六省一市优质课评选一等奖

近日，“华东六省一市”第十九届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观摩
研讨会在青岛举行，来自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
等省、市的16名教师同台赛课，芝罘区南通路小学慕振亮老
师代表山东省参加了本次比赛，他执教的《百分数》一课受到
与会专家和老师们的高度评价，喜获一等奖。

慕振亮的课将芝罘区小学数学学科多年来倡导的注重
学科本质、大胆创新思路、思维严谨丰富、注重教学细节、关
注德育渗透等成果进行了完美的演绎。他的课设计思路新
颖，课堂灵动幽默，知识目标和德育目标达成度高，很好地促
进了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整个课堂教师教得兴致
盎然，学生学得专注入神，听课老师听的津津有味。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牟平区新建街小学“健康和谐”进校园

近日，牟平区文化街道新建街小学邀请文化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志愿者为全体师生举行了一次“健康和
谐”教育讲座。

文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孔大夫、李大夫首先进行
了预防肺结核专题讲座，让学生知道了什么是肺结核，肺结核
有哪些危害，肺结核有哪些症状，肺结核是如何传播的，肺结
核的治疗以及预防等方面的知识。随后，两位大夫给学生们讲
解了减盐防控高血压的知识，并宣传了共担防艾责任、共享健
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的健康理念。最后，文化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为全体师生免费发放了控盐壶，倡导成人每天每人
吃盐6克为宜，倡导学生减盐限油，科学饮食，健康生活。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孙汉宁

莱阳市盛隆小学高度重视学校党建工作

盛隆小学多年来，高度重视学校党建工作，学校党建工
作紧紧围绕打造一个品牌、两个环境、开展三类活动、四个先
锋，有力促进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进一步发展。该校党支部
把“倾心向党、和乐育人”作为党建品牌，充分发挥党员教师
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党支部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作用，充
分利用党员活动室和党员之家两场所，召开党员大会、进行
专题讨论、民主评议、读书、学习、交流心得体会等活动。

在广大党员教师中开展“以老带新、以能带新”的活动，进
一步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为了充分发挥党员教师的先锋
模范作用，学校开展了争创党员先锋，师德先锋，学习先锋，实
践先锋的活动，使每名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起到垂范作用。

通过活动的开展使广大党员教师在本职岗位上带头学
习强素质，带头创新争一流，带头服务比贡献，带头自律树形
象，努力成为工作模范、岗位先锋、业务能手、服务标兵，以自
身良好的形象影响和带动身边的师生。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刘宗俊) 涓
涓热血，诠释大爱青春。近日，
由福山区红十字会红色爱心之
家主办，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
院承办的大型无偿献血暨“点
点热血 接力生命”公益讲座
进校园活动，在学院图书馆门
前举行。本次活动，创下了近期
全市高校单次献血人数最多纪
录 ，7 8 6 名 学 子 撸 袖 献 血
254100cc。

本次献血活动在同一时间
设置了两处献血点，现场学院红
十字协会的志愿者们一直在默
默地配合着工作人员，组织献血
者填写《无偿献血登记表》，而后
又进行血压的测量、化验血型等
基本检测，耐心解答献血者的问
题，并以对话的方式缓解同学们
的紧张情绪，献血结束后为他们
递上一杯热乎乎的糖水、打印献
血证、配发小礼品，并细心提醒
献血后要注意的事项等。每一位
参与献血的同学脸上都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他们深知今天这小
小的举动将会使更多患者得到
救助。

在长达近18个小时的献血
活动中，学校学生积极参与。第
二天当天，学院就有455名学生
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献血数
量达到了148500cc，又有331名
学生，捐献了105600cc的血液，
两天共计786人次参与献血，累
计献血254100cc。这些血液也许
在未来能够挽救成百上千人的
生命。看似一个小小的举动，却
饱含着暖暖的大爱。

同时，为了更好地普及献

血知识，在献血活动的同时，福
山区红十字会红色爱心之家邀
请烟台市中心血站专家为学院
学子做了“点点热血 接力生
命”无偿献血公益讲座。

通过讲座，大家也认识到
血液不能人为制造，也没有任
何药物能代替，临床用血只能
来源于健康的人体，当人们的
生命受到危机的时候，光荣的
无偿献血者们用热血托起了生
命的重量。

在校大学生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公益活动。

778866名名大大学学生生撸撸袖袖献献血血225544110000cccc
创下了近期烟台全市高校单次献血人数最多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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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6月底竣工，校园改造工程一期二标段开工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李楠
楠) “幼师虐童”事件在近段时
间内频频曝光，触目惊心，引发
了全社会对于当前幼儿教育的
关注和担忧。对此关注的不光是
孩子的家长们，还有幼儿园本
身。据了解，烟台市区大多数幼
儿园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发生以
及产生误会说不清被冤枉，纷纷
在幼儿园里装上了摄像头。

“我们幼儿园之前门口和
重要通道原本就安装有摄像
头，但教室里没有。”烟台市区
一家幼儿园园长告诉记者，“这
些年一些幼儿园出了一些事情
后，我们现在已经在教室里安
装使用摄像头了。”

据了解，在幼儿园教室安
装摄像头不单单是一所幼儿园
的个例，烟台市区幼儿园为了
防止出现老师违规以及被家长
误会说不清的情况发生，纷纷
在教室里装上了摄像头，而且
不少摄像头还是联网的，家长
凭借账号登录互联网，进入到
幼儿园的平台就可以实时观察
自己的宝宝在幼儿园里的学习
生活状况。

“我们幼儿园有大中小9个
班级，每个班级都安装了摄像
头。除了教室还有走廊，一共有

近40处探头，基本覆盖幼儿园的
每个角落，我的手机可以随时点
开查看。”芝罘区乐山里幼儿园
园长韩青说，“幼儿园的孩子都
小，有时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伤
害，安上摄像头，家长能清楚地
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就减少了误
会和说不清的情况。”韩青说，这
对老师也是一种保护，另外我们
认为孩子在幼儿园里的影像也
是孩子成长记录，非常有意义。

“教室里安装摄像头是好
事，我支持。”芝罘区市民王萍
告诉记者，最近她所在的妈妈
圈里就哪家幼儿园有没有监控
视频都议论开了。“如果有监
控，她敢吗？如果幼儿园有抽
查，她敢吗？”王萍气愤地说，

“我觉得装监控对孩子和老师
都是一种保护。有了监控录像
就有凭证，也省得孩子回家告
状的时候咱们当家长的把老师
给冤枉了！”

记者从芝罘区教体局获悉，
2015年以来，芝罘区以解决好群
众关注的“校园安全”等问题为
突破口，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的原则，完善安全工作保障
体系，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投入
500余万，安装视频监控72套，监
控探头6000余个，实现校园周边
及学校内部监控的全覆盖；投入
100余万元，配备了防刺服、一键
报警装置、防冲撞隔离设施等，
全区学校、幼儿园的安保力量达
到历史最高水平。

烟烟台台各各幼幼儿儿园园纷纷纷纷加加装装监监控控
园方为防止“出事”说不清楚，保护孩子也保护老师

烟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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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 安 装 监

控 。 本 报

记者 李楠

楠 摄

《名名校校名名师师名名卷卷》
助助力力备备战战22001188年年高高考考

2018年高考科目使用全
国卷，山东考生适应全国卷最
快的方法是迅速调整，把握全
国卷出题方向，多做真题，提
升解题能力。《名校名师名卷》
精准预测，助力高考冲刺。

据统计，《名校名师名卷》
与全国卷真题试题具有很高的
相似度。例如，语文科目押中全
国Ⅱ卷“名篇名句默写”三篇文
章，2016全国Ⅱ卷真题默写《蜀
道难》《阿旁宫赋》《孟子·鱼我

所欲也》，在2016高考《名校名师
名卷》试题中全部出现。

《名校名师名卷》文科和
理科每套4科4册，售价198
元，省内省外邮费均为10元，
需要邮寄共付208元。

《名校名师名卷》咨询预
订电话：6610123(上班时间
拨打)李老师。

现场预订地址：烟台市
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316室。

本报记者 李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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