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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纪纪小小学学开开展展爱爱心心捐捐赠赠活活动动
本报荣成1月8日讯 (邹云

红 ) 1月3日，荣成市世纪小
学爱心超市再次向贫困学生
开放，开展了“情暖寒冬 爱
心传递”爱心捐赠活动，全校
200多名困难学生收到了来自
102名爱心教师的暖心礼物。

今年天气寒冷，贫困学
子的冬衣问题再次牵动了世
纪小学全体教师的心。在学
校的组织和倡议下，全体老
师先后两次为贫困学生募捐
了 5 0 0多件过冬衣物以及学
习用品，向全校200多名贫困

学子送去了冬日的温暖。
孩子们在班主任老师的

带领下来到爱心超市，挑选
着自己喜欢的衣服和需要的
学习用品，当孩子们穿上自
己喜欢的衣服后，都高兴得
合不拢嘴。

“奉献爱心，传递温暖”
是世纪小学一直秉承的公益
理念，也是世纪小学特色办
学—善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世纪小学“爱心超市”自
从成立以来，得到了广大教
职工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学

校 已 连 续 9 年 举 行“ 奉 献 爱
心，传递温暖”的衣物捐赠及
发放活动，为贫困学子带去
学校和师长的关怀和温暖。
世纪小学的爱心超市将会一
直开下去，让爱心和善心的
传递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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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色

挑战吧，少年冬令营引进
美国童军成长系统(小队制、
徽章制、荣誉制)和青少年素
质拓展相结合，风格独特、欢
乐有趣，磨练意志、完善人格，
激发想象力、在游戏中学习，
在学习中玩乐！使孩子学会学
习、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
生存、培养自信心和承受挫折
与失败的心理品质，培养创造
性和团结协作精神。
蛤第一天：上午

冬令营营员集结：迎接全
国营员，办理入营手续，入住
成长教育营地，分配房间。
蛤营期安排

破冰团建开营仪式：自我
介绍，竞选队长(突破自我，敢
于挑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团队不可缺少的一员)热身游
戏(融入协作快乐与激情同
在)，立“军令状”建立团队归
属感。
蛤营期安排

2017全国国防教育竞技
大赛--中华枪王CS对抗：固
定靶和移动靶射击，比拼综合
射击技能；挑战任务“为梦想
而战”，国防知识答题，比拼综
合知识储备。优胜者有机会参
加全国大赛。
蛤营期安排
蛤第一天：下午

狂野非洲—鼓舞飞扬：非
洲鼓体验的节奏可以使营员
变得容易团结和合作，促使营
员勇于面对挑战和建立团队

之间的沟通。激发团队想象力
和创造力。
蛤营期安排

传统射箭：可以考验营员
的意志力，培养人的顽强、果
断、勇于克服困难的意志品
质。
蛤营期安排

同呼吸，共命运，团队合
力--呼吸的力量：合力制造呼
吸机，体验团队合力的力量，
体验成功的喜悦。
蛤营期安排
蛤第一天：晚上

爱国教育观影《建军大
业》：该片是‘建国三部曲’第
三部，献礼建军90周年的一部
重大历史题材影片。
蛤营期安排
蛤第二天：上午

冰雪狂欢，无风就是暖，
奇趣滑雪：--冬天快到素有

‘雪窝’之称的威海来看雪，在
雪地里打滚，摔跤，抱成一团，
体验酣畅淋漓的滑雪之旅。
蛤营期安排
蛤第二天：下午

雪地嘉年华--雪野追踪，
堆雪人，打雪仗，滚雪球，雪地
运动会：关于冬天最美好的记
忆莫过是下雪了，当外面的世
界变得白茫茫一片时，意味着
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可以来
一场冰雪嘉年华了。
蛤营期安排

温泉戏水：--热腾腾的温
泉，热闹的我们让这个冬天不
再冷，灿烂的笑脸，是这世界
上最无价的魁宝。

蛤营期安排
蛤第二天：晚上

营火晚会，点篝火，放烟
花，许愿孔明灯：即兴表演，才
艺展示，趣味互动，惊喜连连。
蛤营期安排
蛤第三天：上午

VR全景体验-极速飞鹰：
身临其境，在虚拟空间体验最
新科技给你带来的现实感受。

VR 身临其境

蛤营期安排
梦幻‘兵工厂’--神奇的

水火箭：制作发射水火箭的过
程，让营员直观了解导弹升
空，回收，科技含量高，寓教于
乐，培养营员动手能力，了解
航天科技，热爱航天科技。
蛤营期安排
蛤第三天：下午

托举中感悟‘责任与信
任’--团队浮桥：如果你不完
美，一定是你的责任感不够，
一座座用人体做桥墩，用肩
膀扛起的‘团队浮桥’，让营
员明白什么是团队，什么是
信任。
蛤营期安排

华丽蜕变，王者归来--
结营礼：从此，我们要变得自
信、热情、目标明确、乐于沟
通、热爱学习！

营期时间安排：三天两
夜(2月4号-2月6号.)

收费标准：980元/人(此
费用包括培训费、餐饮费、住
宿费、场地费、项目费等)

齐鲁晚报小记者报名享

受优惠价：780/人
五人组团每人优惠 5 0

员，十人组团每人优惠100元
(小记者不再享受此优惠)

报名电话：微信电话同
号 18906312349 0631-
3616333

报名注意事项：身体健
康，无先天性疾病或遗传病
史的青少年均可报名参加；
禁止携带贵重物品，如携带
手机，入营交辅导员统一保
管；营员须自带背包、本子和

笔、牙膏、牙刷、毛巾、洗发
液、沐浴液、水壶；泳衣、泳
裤、泳帽；需穿戴保暖的冲锋
衣，冲锋裤，保暖运动鞋，保
暖手套及帽子，带换洗内衣
裤、袜子、鞋等；准备一份有
意义的小礼品(要送给你的天
使)；可携带特长道具(晚会
用)；生活必须药品。

超值赠送：营期获赠价
值1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营期结束时获赠精美结
业证书一份。

三三十十七七中中开开展展专专题题教教育育活活动动
本报荣成 1月 8日讯 (夏

莎莎 ) 为了认真落实市委
关于“实施文明市民培育工
程”的要求，荣成市第三十
七中学开展“爱文明家园做
文明市民”三项行动专题教
育活动。

学校及各年级利用寒假

前的全校教职工会议、全年
级的学生会和家长会等途
径，向大家发出倡议，动员全
校师生及家长继续做到“排
队上下车、礼让斑马线、不乱
扔杂物”，并认真总结2016年
开展三项行动取得的成绩，
分析存在的问题，重点提出

寒假期间三项行动的具体要
求。

创建文明城市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的
积极参与。当我们每一个人
都做到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时，会让我们的城市变得美
好。

速读
2018年1月4日，在荣成市教

育局的组织协调下，荣成市中小
学生综合实践教育中心一行20
余人参加了威海市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管理者及骨干教师培训
活动。此次培训活动，对综合实
践课程教学有着很大的引领指
导作用，对教师专业素养的提
升、教学理念的更新、课程开发
和实施能力的提升，都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王宁 王秀荣
为展示学生艺术才华，丰富

校园文化生活，荣成市第二中学
于2018年1月2日至1月9日举行了

“庆元旦，迎新年”校园艺术节系
列活动。本届校园艺术节以“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为主题，分为
书画展示和文艺汇演两大部分，
旨在活跃校园文化艺术生活。

书画展示作品种类有素
描、油画、国画、书法等，展品风
格各异，个性鲜明，充分展示了
学生们的书法和美术艺术成
果。经过征集、筛选，最后评选
出80幅精品，包括一等奖5名，
二等奖15名，三等奖21名和优
秀奖33名。

邹英华 张婷婷
近日，荣成第二实验中学组

织教师开展读书交流活动。教师
们交流阅读的教育类图书，发表
见解，撰写读书心得。此次活动
参与者观点交流、思想碰撞、好
书共享，扩展了知识面，促进了
专业水平的提高。

郭红娟

日前，市教研中心对市第三
实验幼儿园进行了教育教学年
终督导检查。在听取教研工作汇
报并观摩了教学活动后，提出了
2018年教研新思路，对进一步提
高教师专业素养以及对三幼走
在学前教育的前沿有着积极的
促进作用。

张丽丽
近日市第三十二中学举办

第十五届校园艺术节，艺术节上
师生同台演出，传统文化、课本
剧、劲歌漫舞精彩纷呈，展示了
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
以及师生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受到社会各界赞誉。

张建伟 樊忠燕
近日，市公安局交警三中

队，对辖区6辆标准校车集中进
行严格的安全隐患排查，对发现
的问题登记造册，并责令校车所
有人三日内整改到位。通过此次
检查，驾驶员、照管员纷纷表示，
严是爱，松是害，时刻将安全驾
驶牢记心间。

毕凌云 孙建敏
1月2日，世纪小学邀请市刑

警大队来校作了题为《遵纪守法
从我做起》的法制安全教育专

题报告。使学生受到了一次深刻
的法制教育，了解了更多的法律
常识，增强了辨别是非和自觉抵
制各种不良诱惑的能力，为学生
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寒假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刘芹

第第六六中中学学举举行行家家庭庭教教育育大大讲讲堂堂
本报荣成1月8日讯(姜红

君)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家
庭和学校与之间的交流沟
通，形成学校与家庭之间的
共同合力，提升家长的家庭
教育理念。近日市第六中学
在大学术报告厅成功举办了
学校家庭教育大讲堂。

第六中学徐晓东副校长
为本次大讲堂做了一场精彩
的演讲，精辟地分析了高中
学生所面临的学习难点以及
家长与孩子在交流过程中遇
到的难题，并针对性地提出
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提出了如何做一位优秀家长
的建议。最后，徐校长对家长
提出的具体问题均给予精彩
详实的回答。

本次家长大讲堂充分体
现了学校与家长之间的良好
互动与沟通，得到了家长的
一致好评。家长们纷纷表示

举办这样的家校活动，对更
好地发挥家校教育合力、促
进家校携手共助孩子健康成
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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