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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山市特殊教育学校强化冬季校园安全管理 乳山特教学校
开展多种形式感恩教育活动进入冬季，天气渐寒，威胁

校园安全方面的因素增多，为
确保广大师生的人身及财产安
全，有效维护校园的安全稳定，
乳山市特殊教育学校多措并举
加强冬季校园安全教育。

11月19日上午，学校召开
安全教育主题会议。校长陈
丽萍带领全体教师学习了

《安全生产法》、《山东省安全
生产条例》等与安全生产有
关的法律法规。然后针对冬
季特点，从抓好出操、路队放
学管理，预防交通事故、拥挤
踩踏、意外伤害、饮食卫生、
传染疾病、校园欺凌等易发
事故为重点，和全体教职工
展开深入讨论。制定了冬季
安全应急预案，确定了今后
安全教育工作的重点。

一是将安全责任进一步
落实到人，确保事事有人管，
不留任何死角。并要求全体
师生加强自查，对发现的不
安全隐患及时上报，进行整
改；二是加强安全教育，增强
学生安全意识。努力营造“人
人懂安全”“人人讲安全”“人
人要安全”的氛围。利用校园
宣传栏及时更新安全宣传内
容进行安全宣传；利用班级
黑板报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
宣传。各班召开安全教育主
题班会，结合不同年级学生
的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分
别对学生进行了课间活动、
交通、饮食卫生、防震减灾等
方面的安全教育，向学生传
授必要的安全知识；三是强
化雪天服务，保障师生安全。

针对雪天易滑情况，学校细
化清雪方案，划定校园安全
行进路线，并在楼梯等处，安
排老师值守服务，确保不出
现摔伤事故；四是落实每天

“两个五分钟”安全教育。教
师必须严格执行安全教育每
天“两个五分钟”制度。即每
天上午和下午最后一节课的
老师必须在下课放学前利用
不少于五分钟的时间对学生
进行安全教育，强调有关安
全事项，确保学生安全；五是
各班坚持每周通过班级群和
短信给家长发一条安全温馨
提示。

通过会议，全体教职工
明确了工作方向，为创建平
安校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堃)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感恩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是一
种做人的境界，也是一种社会进
步现代文明的体现。是一种文明，
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责任，感
恩应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
的基本道德准则，是做人的起码
修养。为了让学生心怀一颗感恩
的心，积极面对生活，在感恩节来
临之际，11月21日，乳山市特殊教
育学校开展了形式丰富的感恩教
育活动。

一、加强宣传
利用主题班会，校园广播等

形式，在学生中宣传、讨论感恩话
题。在班会上让学生了解感恩节
的由来及相关故事，学唱感恩歌
曲《感恩的心》，以表达自己的真
情实感。在全校上下营造感恩的
良好氛围，让广大师生家长积极
主动地参与活动，潜移默化地受
到教育和鼓舞。

二、注重参与
1 .小鬼当家，爱的反赠
利用放学在家的时间，为家

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拖
地，刷碗，帮父母叠衣服，父母工

作一天回到家里，试着给父母倒
上一杯茶，试着下厨为父母做一
顿饭，周末还可以帮爸妈洗一次
头，洗一次脚、与爸爸妈妈、爷爷
奶奶照一张亲密合影，等等。由此
让学生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关
心、理解父母；增强与父母的交
流，培养家庭责任感，学会为家庭
付出，让学生感悟生活的美。

2 .爱的表达，心灵沟通
让学生通过送贺卡的形式，

把自己平日里不好意思说的话写
给父母、老师。如“爸爸妈妈我爱
你们”、“老师您辛苦了”等，此外，
学校还要求高年级做一期以“感
恩”为主题的手抄报。

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系列感
恩活动，全面提高学生道德素质，
使他们常怀感恩之心，更重要的
是把爱作为动力之源，努力学习，
回报他人、回报社会。感恩的主题
是永恒的，是一项长期的活动，我
们将感恩作为一个常规活动，让
孩子们在快乐参与中感悟体会，
学会感恩别人学会做人的基本修
养。

(肖德云)

乳山特教学校开展消防知识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

为进一步增强全体师生
的消防意识，提高师生火灾扑
救和火场逃生能力，近日，特
教学校邀请了消防大队的官
兵与特校的孩子们来了一场
零距离接触，从消防知识讲
座、紧急逃生、消防器械使用

到实战灭火，通过近距离的消
防体验让孩子们感受消防、体
验消防、习得消防安全知识。

活动中，教官运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详细讲解了火灾的
危害性，如何清楚有效地拨打
火警电话，如何在火场中逃生

自救等消防安全知识，并准备
了毛巾、防烟面具等消防器材
生动地演绎火灾时的自救措
施，给孩子们上了一堂活泼生
动的消防安全教育课。随后，
全体学生返回教室，班主任做
进一步的消防安全教育，强调
了逃生注意事项。火灾警报拉
响，有了前期消防知识的储
备，孩子们没有丝毫慌乱，在
老师的带领下用湿毛巾捂住
口鼻，躬身扶着墙壁和楼梯护

栏迅速有序地跑出教室，撤离

到操场上。接着，在老师教官

的带领下，“消防小分队”转战

“火场”进行实战演练，孩子们

化身“小小消防员”使用灭火

器，架势十足，有模有样。在弥

漫的浓烟中，“火场”中的火焰

终于熄灭，小朋友们爆发出一

阵欢呼“又学到了一项新技

能!”

最后，校长陈丽萍对此次

演练做了总结，提醒大家逃生

中还需要注意的问题，强调一

旦身边发生突发事件，要沉着

应对，做好及时报告和安全逃
生工作。

(姜文信)

乳山特教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对学生进行康复训练

康复训练是特殊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
轻度智障儿童回归主流，特
教学校招收的学生中大都是
中、重度弱智学生和孤独症
患儿，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
分伴有失语、认知障碍、肢体
缺陷、感觉统合失调等身心
发展的缺陷，这些缺陷使学
生常常无法完成日常的基础
知识和生存技能的学习。为
了更好地实现对学生一定程
度的陷偿补缺，特教学校充
分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根
据学生特点，多途径地对学
生进行康复训练。

一是发挥功能室的作用

进行训练。康复训练大多需
要借助康复器材进行，特校
充分利用感统功能室、情景
功能室、康复功能室，配合校
本课程，合理安排学生进入
功能室。训练的器械包括：滑
板、圆筒、平衡台、吊缆、弹簧
床、滑梯、秋千、大龙球、跷跷
板、羊角球、脚踏车、时光隧
道、蹦蹦床、弹力球、球池等。
以游戏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前
庭觉、触觉、本体觉、听觉、视
觉、等感觉统合训练，通过丰
富的刺激促进学生感觉统合
能力的发展。

二是充分利用大课间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进行

训练。本学期开学以来，学校
就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
和康复需求，精心选择了两
首手语歌和一首韵律操，作
为大课间集体活动的内容，
对学生进行康复训练。孩子
们在这些活动中，兴趣极高，
调动各种感官，手脑并用，化
静为动。通过手语、唱、跳、
舞，不仅缓解了情绪问题(如
情感稳定性差、易变化、好冲
动等 )；改善了肢体僵硬、恢
复肢体精细协调，使反应、协
调、平衡等方面能力缺陷得
到矫正和补偿，增强了体质；
而且他们的注意力、记忆力、
想象力、思维力都得到不同
程度提高。

三是针对个别学生实行
康复个训。在特教学校中，还
存在着不少的肢体缺陷患
儿、孤独症患儿、轻度脑瘫患
儿等，康复个训主要是针对
这些学生 ，量身定做的，通
过个训以求恰到好处地实现
训练与康复。康复个训较好
地实现了训练的针对性。

康复训练的道路是漫
长的，随着特殊教育事业的
发展，国家对于特殊教育的
康复训练有了更多的关注，
特教的老师们将在今后的
教学中不断研究、改进和探
索，寻求更好的训练途径和
模式。

(李玲英)

在“红黑榜”前反思师德
近日，乳山市特殊教育学

校“树师德、正师风”专项治理
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活动进
行到总结提高阶段，老师们手
中都有了两本师德“红黑榜”。

“红榜”《师表风采录》展示了
一批教书育人楷模的先进事迹
和学校优秀教师的典型事迹；

“黑榜”《师者鉴戒录》收录了
教育人须重点警戒的违法违纪
案例。老师们都将以师德“红
黑榜”警示自己，远离让正派
为师者感到耻辱的腐气，做一
个无愧于文明使者之荣光的教
师。

这次师德活动是一次师德
师风教育的洗礼，使全校教师
再一次提升了认识，明确了使
命。大家认识到，作为一名教
师只有做一名“知行合一”的
教师，以高尚的人格感染人，
以文明的仪态影响人，以和蔼
的态度对待人，以丰富的学识
引 领 人 ，以 博 大 的 胸 怀 爱 护
人，才能不断提高学校的办学
质量，才能让特殊孩子快乐成
长，才能让家长放心、社会满
意。

(李洪铭)

特校积极开展感统训练课
近阶段乳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将感统训练课纳入平时的教学
中。感统即“感觉统合”，简单地
说，就是一个人处理外界信息的
能力，即人体在自然环境中有效
地利用自己的各种感官，接受不
同的感觉信息输入大脑，大脑对
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作出正
确的反应，使人体在自然环境中
能和谐有效的动作，这一过程即
为感觉统合。相反，当大脑对身体
各感觉器官所得到的信息不能进
行正确的组织分析，以致整个机
体不能在效动作的现象，称为感
觉统合失调(神经运动机能不全
症)。

乳山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
都是不同程度的智障儿童，这些
孩子天生感觉统合失调。表现在：
智力发育不全，身体协调能力差，
动作比较迟缓和吃力，注意力不
集中，对发出的指令不能及时做
出反应等。针对这些情况，乳山特
殊教育学校引进了感统训练器
材：像大笼球、滑板、时光隧道、平

衡步道、滑梯、蹦床、独脚凳、牛角
球等，每周四节感统训练课程，由
班主任及专门的感统训练老师负
责进行授课和训练。孩子们在感
统训练教室里主动性很强，积极
配合老师的训练，运动机能得到
了很好的锻炼，注意力也比先前
集中了，身体的协调能力平衡能
力越来越强了。最重要的是孩子
们在感统训练教室里享受的是快
乐的时光，从他们脸上洋溢的笑
容不难看出他们非常喜欢这种训
练。相信通过感统训练课程的开
展，这些孩子们各方面能力将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或提升。

现如今感统训练已被越来越
多的人们所认识，并接受这种教
育，将它实施于孩子的教育中。现
在，在发达地区，已经有不少的幼
儿园引进了感统训练，并将它溶入
到了的日常教学当中，所以说在不
久的将来，所有的儿童都将由感觉
统合训练伴随他们快乐并健康的
成长。我们只是先走了一步。

(王晓华)

感恩节期间孩子们自发地在课堂上为老师们表演了感恩的心。宋堃 摄

乳山特校邀请市消防大队教官教师生使用灭火器。宋堃 摄

乳山市特殊教育学校对学生进行基本的生活技能训练,
图为学生在学习包馄饨。宋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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