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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国耻 从少年做起

本报威海12月14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12月13日为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为铭记历史，
增强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日，威海
九中开展了国家公祭日相关活动。

12月11日清晨，学校举行了庄严的
升旗仪式，以国家公祭日为主题的国旗
下讲话让全体师生深受教育。各班开展
了“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为主题形式多
样的主题班会，或观看视频，或自主阅
读历史资料，各班都在用不同的形式围
绕主题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

12月13日上午9点40，校广播站做
了“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的演讲，向同
学们介绍了国家以立法的形式设立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背景和
意义。10时01分降半旗，全校师生集体
肃立默哀，以此悼念在南京大屠杀中
遇难的骨肉同胞，用无声的语言表达
对生命的哀思。

传儒家经典 兴优良文化

本报威海12月14日讯(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鞠楠楠 王俊桦) 为
了传承儒家经典，发扬优良传统文化，
12月13日，威海市“孔子学堂”授牌仪
式在经区实验小学多功能厅举行。

活动上，中国孔子基金会交流合
作部主任邹丽妍、市关工委秘书长郭
开森等领导致辞。随后，由各领导为以
山东省荣成市书画研究会为代表的43
家单位授予“孔子学院”的牌匾。最后，
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及传播部主任张华
作报告，对孔子学堂的成立与发展进
行了详细介绍，并指出孔子创立的儒
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
家思想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讲堂的设立，对继承和传播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促进儒学回归校
园生活，发挥学校培养和教育研究的
资源优势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为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拓
了重要渠道。

新都小学举行
公祭日爱国教育活动

本报威海12月14日讯(通讯员 刘
鹿鹿 梁雪)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
杀“国家公祭日”，为了激发学生的爱
国情感，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新都小
学开展了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

首先，在国旗下同学们集体宣誓，
勿忘国耻，爱国奋进。其次，在班会课
上，老师通过多媒体播放视频，介绍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让全体学
生牢记历史，并号召同学们发奋读书，
为把祖国建设成世界强国努力奋斗。

创客教育走进塔山中学

本报威海12月14日讯(通讯员 张
敏) 近日，创客教育外太空团队走进
威海市塔山中学，为塔山中学的老师
们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创客培训。

首先，创客教育团队的刘老师为
老师们详细介绍了什么是创客、创客
教育的现状及前景、机器人教学方面
的一些知识，老师们听的津津有味。随
后，塔山中学的马成铭老师，结合学校
教育、学科特点为大家提供了很多颇
具创意的创客实践的金点子，为大家
践行创客理念提供了思路。

速读

近日，古寨中学举办系列活动加
强冬季安全教育。 孙妮静

近日，古寨中学教育协作区地理
知识竞赛。 孙妮静

近日，河北小学多措助推多媒体
交互式软件应。 丁磊 宫璐琳

近日，河北小学举行书香诵读比
赛。 丁磊 宫璐琳

近日，荣成市第二十三中学举办
校园主持人大赛。 盛俊云

近日，荣成市虎山中心完小开展
禁毒宣传活动。 连春艳

近日，旭日眼科医院为新苑学校
全校学生进行眼部体检。 陈曦

近日，半月湾小学举行法制宣传
教育活动。 陈娜娜

近日，荣成市第三十八中学开展
防艾教育活动。 王文杰 鞠洪智

近日，明珠小学进行少先队大队
委竞选活动。 田倩倩

近日，威海市第十三中学走进综
合实践基地拓展训练。 张扬眉

悦阅乐“王一梅”作文专栏

《未来城市》
叮铃铃，叮铃铃，我被一阵

闹钟声给吵醒了。我打开窗户，
欣赏了一番五彩树，感觉脑袋清
醒了不少。

这种五彩树和楼房一样高，
每一层的人都能清晰地看到五
颜六色的树叶，有的柠檬黄，有
的西瓜红，还有湖水蓝……各色
树叶在阳光下随风舞动，像一只
只五彩斑斓的大蝴蝶。

我坐着透明的电梯到了楼
下，楼下马路上一辆辆千奇百
怪、形状各异的汽车在不断穿梭
着，有的像一条条鱼，有的像一
只只乌龟，还有的像一个个大菠
萝……它们或者在天上飞，或者
在地上跑，或者在水里游。我忽
然听到一声巨响，抬头一看，哦，
原来是星际列车要出发了。如
今，去一趟月球、火星已经很普

遍了，“月球十日游”“火星五日
游”等旅游广告到处都是。

闲着没事，我给自己放了
假，我拿上行李去了“海底城
市”。巨大的玻璃窗外，虎鲸、海
豚，还有大名鼎鼎的大白鲨都在
自由自在地游着，很多人一边喝
着饮料聊天，一边欣赏着海底美
丽有趣的动物们。

到了预定的酒店，机器人帮
我理好行李，我躺在舒服的床
上，睡意很快袭来。此时，床边的
植物开始自动散发出宁静的幽
香，陪我进入美妙的梦乡……
市实验小学 3年级2班段成钢
指导老师：刘煜超
点评：文中赏心悦目的五彩树、
千奇百怪的汽车、吸引人的旅
游广告、有趣的海底城市等，一
幅幅充满想象力的有趣画面，
巧妙地勾勒出未来城市的生
活片段，令人充满无限的遐想，

充满对未来的期待。

《下雪了》
下课了，我在外面和朋友一

起玩，玩着玩着，突然，有个凉凉
的东西落到了鼻尖上，我抬头一
看，哇！下雪了！

只见雪花轻轻地落到袖子
上，刚开始还是一朵朵的，很快
就变成了好几个雪花抱在一起，
好像一团白色的绒毛毛。不一会
儿，雪花就化成了晶莹的、又有
点害羞的小水珠，眨眼间就溜进
了衣服里，不见踪影了。

可惜上课了，不过内心激动
的我经常会偷偷瞄向窗外。只见
雪落在了车上，它像个调皮的粉
刷匠，不管是红车、黄车，还是黑
车，都统统刷上了白色的“油
漆”，全部给变成白车。雪落在大
树上，好像给大树做了一件薄薄
的白色衣服，不过衣服有点小，
有的灰色树枝还露在外面呐。雪
落在草地上，雪花本来想给小草
做一顶白帽子，但是小草不停地
随风摇头，不想小脑袋被遮住，

雪只好给它们做了一件白色的
毛衣。

等啊等，等啊等，在放学铃
声响的那一刻，我立即扑进白
茫茫的雪里，开始疯玩起来。我
张开胳膊，“哗”一下就捧了一
大捧雪，然后使劲地把雪拍在
地上，做成一张“雪饼”。然后又
拿在手里，揉啊揉，“雪饼”凉凉
的，冰冰的，我不断地哈着气，
终于把“雪饼”揉得非常光滑，
像一块闪亮亮的小雪镜。别的
同学则开发出了别的玩法，吃
雪，滑雪……

我真希望这雪下得越来越
大，一直下到膝盖，这样我就可
以在雪里自由翻滚，在雪里留
下一串迷宫脚印，在雪里打个
痛快的雪仗啦。
高区一小 3年级3班 姜彧琪
指导老师：刘煜超
点评：作文语言富有童真童趣，
不仅细腻地写出美丽的雪景，还
写出玩雪的有趣场景，字里行间
都能感受到小作者的开心与激
动，读来也不禁令人会心一笑。

本报威海12月14日讯(记
者 陈乃彰 通讯员 曲
凯丽 于青) 近日，威海大
光华国际学校组织了“我和
外教逛超市”公益活动，孩子
们从买菜、做饭、吃饭的日常
家庭生活中，和外籍教师一
起了解体验了中西方的家庭
文化，在玩中提高英语口语
表达。

此次活动共26名美国外
教参与，家长和孩子自由组
合成小组，活动全程外教只
说英语，由孩子们担任老师
和家长之间的小翻译。学校
每天2课时ILP课，每组8个
学生，分为手工、体育、厨房、
戏剧等场景教学，每20分钟

场景轮换，学生乐此不疲。精
彩的外教课堂帮助学生们打
下了坚实的英语听说能力，
为今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铺就了一条高速路。

威海大光华国际学校经
常性组织各种节日盛会，不
论是感恩节、圣诞节还是万
圣节，几十名外教全程参与，
让学生体验真正的西方文
化。周末外教和学生一起到
清华、红叶谷、泰山、曲阜等
游览，在生活中学英语。每个
学期的英语文化节，学生们
英语课本剧的表演，活灵活
现。每年小学毕业的学生到
美国参加ILP国际语言组织
夏令营，学生吃住在美国人

家里，沟通交流无障碍。
威海大光华国际学校组

织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促进
中外家庭的交流，让孩子更
日常化的生动学习英语，另

一方面给全校几十名ILP的
美国教职人员提供了更多接
触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真
正让老师和孩子们寓教于
乐，将学习融入生活。

市实验小学在环翠区乒乓球比赛中喜获佳绩
本报威海12月14日讯(记

者 陈乃彰 通讯员 王
霞) 日前，威海市实验小学
代表队在刚刚结束的环翠区
中小学生第23届乒乓球比赛
中，凭着过硬的本领和娴熟
的球技，历史性包揽男团、女
团两项团体冠军，并在男女
所有7个单项比赛中，揽收5
枚金牌、3枚银牌，成为环翠

乒乓中的一抹“中国红”。高
晨浩、卞丽雅分获男女子单
打冠军，高晨浩、卞丽雅获混
双冠军，卞丽雅、丛木子获女
双冠军

据该校校长董丽燕介
绍，为培养学生良好的健身
习惯，自2010年以来，市实验
小学结合习惯养成特色，将
乒乓球列入校本课程，每班

每周开设一节，聘请乒乓球
馆专业教练,对体育教师进
行专业培训，做到从点、到
线、再到面的辐射，促进乒乓
运动朝着专业化、规范化、正
规化方向发展。另外，该校体
育教师运用乒乓球的各种优
美动作自编了一套乒乓韵律
操，强化乒乓球的推、挡、摆、
拉等基本功练习。

环翠区中小学教师有了读书计划！
学校每年用于教师读书的投入不少于培训资金10%

本报12月13讯(记者 李
孟霏 通讯员 张伟伟)
日前，记者从环翠区教育局
获悉，为了提升全区教师的
专业素养和文化品位，加快

“书香环翠”建设，环翠区中
小学老师也有了读书计划！

首先，利用环翠教育全
网覆盖优势，建立线上线下
同步便捷高效移动阅读交流
平台；选拔推荐并充分发挥

读书推广人的带动辐射作
用，从“区域-学校-学科-师
生-家校”等不 同层面开辟
环翠教师“读书圈”，全方位、
立体化提升教师读书参与
度，扩大家校阅读社会影响
力。其次，构建读书课程体
系。学校从文化建设、课程开
发、课题研究、家校合作等维
度，结合办学特色、校园文化
建设等内涵发展要求，围绕

教育理论、国学经典、名家著
作、文化期刊阅读内容，从整
体上设计教师读书课程体
系，必读和自选相结合。再
次，建立适合教师需要的读
书角、书房，全天开放图书
室、阅览室，满足师生读书需
求。

为了保障老师读书时
间，学校还定期开展读书沙
龙、经典诵读、征文演讲等

主题读书活动；利用寒暑假
提供必读专业书籍，举行读
书效果反馈总结；结合环翠
教师“读书圈”，打造不同层
面读书推广人，将更多人带
进阅读，共享阅读。将教师
读书与校本培训、继续教育
相结合，每学期校本培训计
划中列入读书内容及要求，
使读书活动在规范中走向
自主。

情暖冬日
12月5日是“国

际 志 愿 者 日 ”，当
日，锦华小学联手
长城爱心大本营走
进工地开展“衣心
衣意，情暖冬日”活
动。学生志愿者们
来到工地，为外来
务工人员发放爱心
衣物。

本报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王
恩兰 摄影报道

动起来
为了增强居民身体素质，推动全民健身，近日，南

山、胜利、大众、杏花村、西门外、海城、同德、大桥、东北
村、塔山、塔中、鸿武、峰泉等多社区举办了冬季趣味运
动会。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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