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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净化校园环境
近日，乳山府前路学校组

织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
知应懂应会知识普及活动。该
校充分利用QQ群、微信群向
广大师生、家长积极宣传相关
知识，并公布学校举报电话和
乳山市、威海市扫黑除恶举报
电话，积极鼓励和动员广大师
生、家长踊跃揭发检举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线索。

这是该校扫黑除恶工作
部署中的一环。为深入贯彻落
实教育系统关于扫黑除恶工
作会议的有关要求，该校专门

成立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召开动员部署会，对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统一
部署和督促检查。

该校积极组织广大师生
认真学习乳山市教育局《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方案》《乳
山市府前路学学校扫黑专项
斗争工作方案》《乳山市扫黑
除恶斗争应知应会》，提高教
师对扫黑除恶斗争紧迫性的
认识。要求教师在学习的过程
中要坚持集体学习和个人学
习相结合，通过网络、微信及

各种书籍，认清形势，提高认
识，签订“责任书”。并通过校
园刊版、电子屏、校内外张贴、
致家长一封信等形式广泛宣
传不断促进“扫黑除恶”行动
由校园向家庭和社会不断延
伸，形成齐抓共治的良好局
面。

同时，学校迅速开展排查
活动，重点排清查清校内教
师、临聘工作人员是否涉黑、
涉黄、涉赌；学生间是否有发
展“小兄弟”和校园欺凌现象；
是否有毕业学生和游散人员

到校敲诈勒索或人身攻击行
为，打击盘踞在学校附近，长
期以来为非作歹，影响教学秩
序和师生安全的“混混”、“小
痞”；监控学校附近精神病患
者和性格异向者的举动。

为了进一步强化学生校
规校纪教育，该校还将防治欺
凌和暴力列入校规校纪，用纪
律规定对学生言行进行规范、
警戒和约束，坚持每周排查一
次，每天有人暗察，做到对欺
凌和暴力事件“零容忍”，通过
课堂教学、班团队会、主题活

动、执纪监督等多种形式，教
育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校规校
纪，做到不实施欺凌和暴力行
为。

通过这些活动，该校普及
了扫黑除恶的相关法律法规，
提高了广大师生对扫黑除恶
工作的认识，也提升了广大师
生及家长的安全感、满意度，
进一步净化了校园及其周边
环境，在全校营造了扫黑除
恶、防暴力、防欺凌、弘扬正气
的浓厚氛围。

(宫平平 张娜)

强海防安全意识 筑蓝色海防梦想

为增强对学生的
国防教育，提高学生的
爱国意识，近日，乳山
市府前路学校党支部
与乳山市交通局港航
局联合组织部分党员、
优秀学生到乳山口港
参观山东省第二大巡
海船活动。

参加活动的师生认
真聆听海警讲解如何驾
驶巡海船，并带领师生
零距离接触巡海船的心
脏——— 发动机舱，部分
学生还充当小舵手，现
场体验了驾驶航行。

通过本次活动，师
生们对我国海防科技强

大发展感到骄傲，同时
也对海上交通安全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达到了

“强化安全意识，提升安
全素养”的目的，也激发
了学生们发奋图强，树
立为祖国的海防做贡献
的梦想和决心。

(宫平平 李薇)

应急演练增强避险能力

为增强师生防震减
灾安全意识、提高避险应
急能力，确保学校应急工
作快速、高效、有序进行，
9月30日，乳山市府前路
学校组织全体师生进行
了地震应急避险疏散演
练活动。

演练前学校以班级为
单位对全体学生进行了防
地震知识培训和应对突发
灾害的心理健康教育，了

解了基本的地震安全知
识，掌握了地震应急避险
方法，熟悉了学校逃生疏
散路线。

演练信号发出，各教
室内正在上课的师生就近
躲在各自的课桌下或承重
墙的墙根、墙角，用手或其
它柔软物品等保护好头
部，蜷曲身体，缩小面积进
行应急避险。疏散警报响
起，学生们以双手护头，不

拥挤、不推搡，按照预定的
疏散路线，在安全导护教
师的维护中迅速撤离到事
先指定的集合地点。集结
后，班级安全员及时清点
人数并上报给级部主任，
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激烈、
有条不紊。学生们在本次
演练中动作迅速、秩序良
好，用时2分55秒，做到了
快速、安全撤离。

(宫平平 诸红蕾)
学科年会促升教学质量

近日，乳山市初中
英语教师齐聚府前路学
校，参加“2018-2019学
年度初中英语学科年
会”，旨在对上一学年的
英语教学工作进行总结
分析，对新一学年的教
学工作进行部署和展
望。

活动分为学习观
摩、质量分析、工作部署
是三个环节。来自府前
路学校的邵芹老师和诸
往中学的李虹老师为与
会教师们呈现了九年级
的阅读课，这两节课采

用了同课异构的方式，
同一教学内容却呈现出
不同的教学效果，充分
体现了两位教师不同的
教学理念和独特的教学
风格。

在质量分析环节，
肖老师利用精美的数
据，表格对2018年期末
考试各题型的考查点，
失分点进行了详尽地
分析和说明。并通过横
比与纵比，对各学校间
存在的优势和劣势进
行深度解读，又着重对
人机对话的答题技巧

进行了讲解和培训。并
对2019年度初中英语考
试理念及试题变化进
行了解读和展望，每位
老师对今后的教学侧
重点有了更清晰透澈
地认识。

最后，年会对下一
步的教学工作进行了
具体布置，要求老师在
教学中加大词汇量的
储备和阅读能力的提
升，注重书写和朗读习
惯培养，关注差异，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

(宫平平 韩玉)

开培训课规范新闻宣传

为加强学校新闻宣
传工作的规范化管理，鼓
励教师通过各级新闻媒
体对学校乃至乳山教育
教学工作的重点、亮点进
行大力宣传推介，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树立学校
良好的形象，近日，乳山

府前路学校召开新闻宣
传培训会。

负责宣传工作的史永
贵主任首先向教师们介绍
了本学年学校宣传工作重
点，强调主要围绕党建、特
色学校、生本课堂教学、集
体备课与课题研究、读书

工程、传统文化等主题进
行宣传，鼓励教师们积极
把学校的亮点、特点和优
点有计划、有步骤的对外
进行宣传，随后围绕如何
做好宣传进行了详细的讲
解和实践培训。

(宫平平 李薇)

集中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为认真贯彻全国教育
大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深入推进学校教
育教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近日，府前路学校全体教
职工深入开展学习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活动。

会上，该校全体教职工

深入学习了习总书记讲话的
重要意义以及教育改革发展
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等
方面的内容，并围绕思想政
治学习、师德建设、业务水平
提高等方面展开交流座谈。

今后，该校将深刻把
握习总书记对教育的战略

定位，牢记总书记对教育
工作提出的新期盼、新要
求，将会议精神落实到学
校各项工作、活动中，奋发
进取、埋头苦干、勇于开
拓、勇于创新，为新时代教
育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宫平平 诸红蕾)亲子比赛活动，丰富校园生活

为促使同学们积极
主动地锻炼身体，10月
11日上午，乳山市怡园
中学开展了以“相约阳
光”为主题的亲子跳绳、
踢毽比赛活动。

各班级选出男女运
动员各十人，并学生家
长各5人参加活动。学生

参加跳大绳、单人双摇、
双人跳，花样踢毽、双人
对接等项目的比赛。家
长和学生配合参加双人
跳绳、双人对接踢毽两
个项目。赛后，学校对优
秀家长选手、优胜班级、
优秀学生选手进行了表
彰奖励。

亲子跳绳、踢毽比
赛是怡园中学丰富多彩
体育活动的一次表演展
示，既锻炼了学生的身
体素质，增强了学生的
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
感，又丰富了校园文化
生活。

(冯志香)

班主任培训促教学开展

为进一步提高班主
任老师的专业能力和综
合素质，全力打造一批
业务精良的班主任队
伍，促进学校工作扎实
稳定开展，乳山市怡园
中学适时开展班主任培
训工作，学校领导及各
位班主任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从班级
管 理 要 点 、学 校 环 境

卫 生 分 工 安 排 、主 题
班 会 课 的 有 效 开 展 ，
要求明确，管理细化，
为班主任有条不紊地
开 展 工 作 指 出 了 方
向 。会 议 指 明 班 主 任
是班 集 体 的 组 织 者 、
领 导 者 、管 理 者 和 教
育 者 。学 校 贯 彻 素 质
教育都要通过班主任
工 作 来实现 ，班 主 任

的 一 言 一 行 、一 举 一
动都在深刻影响着学
生的成长与进步。对于
学生心灵的影响是任
何教科书、任何首先箴
言、任何惩罚和奖励制
度都不能代替的一种
教育力量，对全体班主
任新学期工作提出明
确要求和殷切的期望。

(冯志香)

说好普通话，迈进新时代

近日，乳山市怡园中学
开展“说好普通话，迈进新时
代”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

学校利用课间操时间
进行了“大力推广和规范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自觉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主题演讲，向全体师生
发出倡议，希望全体教师处
处说普通话，并带动学生说
普通话。同时也要求学生在

生活中都说普通话，并带动
周边人参与说普通话。在校
园内设置了各种宣传标语、
张贴了推普宣传画，学校还
利用校园网、班级QQ群和微
信群向社会推送宣传标语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
明人！”。

班级召开推普班会，各
个班级在“推普周”班会上
围绕主题开展一系列的讨

论活动、推广活动、实践活
动。以及从中华经典诗文入
手，各班开展“为你读诗”活
动，让学生朗诵经典古诗
词，并择优在校园广播播
放。使学生在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的同时，增强热爱和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意识，并以此为契机推广普
通话。

(冯志香)

网络安全教育进校园

为进一步营造学生健
康成长、安全文明、积极向
上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近
日，乳山市怡园中学邀请胜
利街派出所工作人员围绕

“安全上网 健康成长 文
明上网 放飞梦想”主题给
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安
全教育课。

课上，派出所工作人员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结合丰
富的网络诈骗、网络攻击等
案例，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
讲解了大量网络安全方面
的知识，引导学生们规范自
己的网络行为，提高网络风
险防范的意识，让学生们受
益匪浅。

近年来，乳山市怡园中
学始终把全体学生的安全
放在首位，通过不断增强师
生安全意识，强化学校安全
管理，加强学生安全教育，
为师生们营造了一个安全、
文明、健康的育人环境。

(冯甜甜)

学生互助促进步 教学模式更优化

为了全面提升怡园
中学教学质量，充分发
挥学生互助合作、自主
学习的能力，9月28日，
怡园中学召开“帮、教、
竞、学专项会议”来详细
部署实施方案，将本校
独创的“136”小组课堂
模式进一步深化，充分
发挥其实效，让学生们
通过小组内的帮、教、
竞、学来提高学习效率，
优化学习方法。

“136”小组课堂模
式即1人独学，3人助学，
6人研学。比较容易的问
题3人小组互助即可，难
以解决的问题6人大组
进行讨论研学。这样既
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而且也可以通过
小组合作的形式，让学
优生充分发挥自身的带
头引领作用。用他们的
好方法、好习惯、好态度
来帮助，熏陶，感染小组

内的其他成员；而组内
的学困生在优生的帮助
下，能及时地解决掉学
习上遇到的困难时，这
样就会形成一种良好的
帮教关系；而小组与小
组之间，因为实行比拼
赛制且有相应的奖惩措
施，因而又会形成一种
良性的竞争机制，从而
营造出整个班级良好的
学习氛围。

(冯甜甜)

落实生本理念 深化课堂改革

在全国上下全面贯彻
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开拓性做好教育工作的大
背景下，10月12日，府前路
学校在学校会议室举行

“生本课堂”深化研究专题
培训。

会议由教导主任宫青
同志对“生本课堂”的深化
研究的实施步骤进行了细
致全面的布置， 学校分
管教学的王岩山副校长对

“生本课堂”开展的战略意

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释
和布置。

宫主任针对过去两年
的“生本课堂”的工作经验
进行了总结，对“三环六步
板块教学”教学模式进行
了细致的解读。对实施“三
环六步板块教学模式”实
施过程中涌现出的一些优
秀的做法和精彩的镜头进
行了展示，精彩的教师课
堂展示，多彩的学生的活
动，深度的课堂探究，多元

的精彩评价给与会的教师
带来了深刻的视觉冲击。

通过本次培训，标志
着乳山市府前路学校的

“生本课堂”教学走入深水
区，学校下阶段将通过加
强行政推动，举行多元化
的教师培训，系列化的成
果展示等形式，使“生本课
堂”成为乳山市府前路学
校继卓越品牌之后的又一
张靓丽的名片。

(宫平平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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