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教育 2019年4月30日 星期二

编辑：王震 美编/组版：邵舒琨

纪念五四运动 弘扬五四精神

速读

农场进校园劳动实践学常识

石岛实验小学学生喜获佳绩

日前，石岛实验小
学围绕“读经典书，做明
德人”主题，在石岛广场
隆重举行“世界读书日”
千人诵读活动，以此拉
开石岛实验小学第八届
海洋节的帷幕。

“海文化 大教育”
一直以来是石岛实验小
学的办学特色，多年来，
成绩斐然、硕果累累，作
为品牌教育具有一定的
知名度与影响力，借“世
界读书日”之际举行“第
八届海洋节”，双节并举
意义非凡。本次活动由
港湾街道、港城书友会、
城市社区、爱心联盟鼎
力相助、共同参与。首先
由邢校长致热情简短的
开幕词，邢校长回首学
校海洋文化开展的特色
活 动 及 取 得 的 成 绩收
效，鼓励同学们传承经
典文化，漫步书海徜徉，
汲取养分，润泽心灵。

开幕式只是一个序
曲，后续将围绕两节开
展一些富有情趣、寓教
于乐的活动，相信在丰
富校园文化的同时，也
将提供展示平台，鼓励
更多的同学积极参与，
张扬个性，展示才艺，既
拓展视野长知识，又彰
显特色创品牌，促进学
校不断走内涵式发展的
道路。

王艳 王燕清
4月29日上午，荣成

市第三十三中学组织初
一至初四的全体师生到
市博 物 馆 开 展 研 学 活
动。

同学们在讲解员的
陪同下走进展厅，通过
400多张照片、30多个图
表和大量的多媒体等现
代化的展示手段，看到
了荣成市建市30多年来
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条
战线取得的辉煌成就，
感受到了荣成儿女以海
的气魄开拓创新，勇争
一流精神。

一回回现场体验，
一次次驻足凝眸，学生
通过此次研学之旅，深
化 了 对 荣 成 文 化 的 认
识，提升了书画作品的
鉴赏水平，将荣成内蕴
的开拓创新，勇争一流
精神铭入骨髓。
姜燕 宋文军 孙东梅

4月27日得润社区
的姐妹们，着一袭旗袍，
带着春天的气息相约樱
花湖畔，来一场“千人旗
袍秀”的邂逅。文艺而浪
漫的视觉盛宴，诠释着
中国旗袍的古典、含蕴
之美，用行走的艺术，彰
显了荣成女性积极，健
康和美丽向上的精神风
貌。千人旗袍秀活动的
举办，不仅丰富了居民
的文化生活，更弘扬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
齐燕

为提高社区居民的
防范意识，得润社区党
总支联合荣成市地方金
融服务中心、荣宁派出
所、民生银行为社区居
民、楼长们开展了以“打
击非法集资 共创和谐
社区”为主题的宣传活
动。通过深入开展此次
宣传活动，切实提高了
防范电信诈骗与非法集
资的知晓率和普及率，
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
预防诈骗的意识和对非
法集资虚假性、欺骗性
的认识，共同构筑起防
范非法集资的第一道防
线。

李佳彦
日前，由中共荣成

市委宣传部、荣成市文
化和旅游局主办、荣成
市文化馆承办的樱花湖
千人旗袍秀表演盛大开
启。此次千人旗袍秀活
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同时将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完美
融合，展现了荣成女性
端庄典雅和独立自信之
美。千人旗袍秀表演让
荣成在打造精致城市的
画卷上又添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连利鑫 杨钰莹
为了让幼儿园小朋

友能够认识“有电危险”
的标志，掌握不能随便
触摸电源插座的安全意
识，荣成市第二实验小
学幼儿园老师对小朋友
们开展“会咬人的电”安
全教育活动。活动中，老
师首先启发孩子们的已
有经验，让宝贝们回想
家里用到电的物体有哪
些，说明了电是人类的
朋友。随后老师又通过
小松鼠蹦蹦的故事让小
朋友们了解到，电源插
座里住着一个长满牙齿
的会咬人的大嘴巴，如
果小朋友把手伸进去就
会被牙齿咬到，提醒宝
贝要有安全意识。之后，
老师出示“有电危险”的
图标，让宝贝们加深印
象，外出遇到画有此标
志的物体时要远离，切
勿触摸，防止触电。

梁永华 毕重慧
为进一步丰富居民

文化生活，营造全社区
读书的浓厚氛围，康平
社区党总支联合市第二
实验小学开展以“全民
阅读，书香社区”的主题
读书活动。康平社区党
总支组织的此次读书活
动，号召大家发动身边
人，多读书、读好书，真
正推进全民阅读，让书
香飘满社区，形成多读
书、读好书的文明风尚。

孙宁宁

府新小学开展读书成果展示活动

本报荣成4月29日讯(谷大
鹏) 近日，市第二十三中学举
行“纪念五四运动，弘扬五四精
神”专题讲座。来自荣成市老干
部协会的四位老干部携“五四
精神”进校园，为我校400多名
师生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教育
课。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首

先，老干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带领师生重温百年前那段激情
燃烧的五四风暴，加深同学们
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
值的认识：五四运动是我国近
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
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
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引导学
生以史为鉴、以史为师。老干部

还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激励现场同学发扬五四精
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要求青
少年铭记这个伟大的运动，正
是因为当年那些爱国进步青年
学生的反抗，我们的国家才走
出这样一条光明的路，我们也
才能有现在幸福稳定的生活。

最后老干部指出：青年兴则国
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希望二
十三中学子始终牢记青春使
命，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勇做新时代的奋斗
者，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
中放飞青春梦想，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书
写人生华章。

本次老干部进校园活动的
开展旨在帮助学生加深学生对
五年青年节的认识，明确当代
中学生的责任和使命。胸怀理
想、努力进取，树立优良校风，
展现二十三中学子的青年风
采；满怀激情、矢志拼搏，以崭
新的姿态，书写二十三中学的
时代新篇。

诵读
4月23日，荣成市第二十三中学举行了首届读书节系列活动。此次活动由“诵中国风”“展中

华魂”“传中华情”三个篇章组成。活动现场学生们激情四溢，精神饱满，经典诵读与音乐、舞蹈、
表演等融合，在带给观众们听觉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精神的洗礼。

谷大鹏 宋晓 摄

本报荣成4月29日讯(曲嫒瑛
席红云) 近日，荣成市第三十

二中学围绕学校“快乐农场”做
起了“精细活”：综合实践组在做
总体策划，总务处安排种植计
划，语文组忙着指导学生写探究
和感悟。

学校将原来的绿化林地
重新规划，整理出了了1500平方
米土地，建起了“快乐农场”。各
年级给自己的园子起了名字：东
篱园、成长园、行知园……辞浅

旨远，情趣四溢。学校还聘请有
农学特长的老师做各年级的指
导教师，让学生在“快乐农场”学
习生产技能，感受成长快乐。

同学们在农场种下芸豆，栽
上甜瓜，给蔬菜支起塑料大棚，
学会了给菜苗松土除草，定时到
试验田做观察记录。实践活动结
束后，同学们开始完成自己的探
究报告。有的同学将目光聚焦在

“快乐农场”里同学们的活动、收
获和感悟。有的学会用科学的方

法和手段对作物生长进行观察
记录：种属分类、播种时间、生长
情况、管理要点，有的还拍下了
照片、制作了标本，形成了完整
的研学记录。

同学们在“快乐农场”的实
践活动，加深了对“幸福都是奋
斗出来的”这句话的理解；观察
能力和思维方式都得到了提升；
品味到美与探究的真谛，小小菜
园，串起学校“五育”链，为学校
特色创建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本报荣成4月29日讯(王燕清
宋延路) 近日，在“第十届蓝

桥青少年创意编程大赛山东省
赛”的比赛中，石岛实验小学创
意编程社团的小选手们喜获佳
绩。其中，宋源获得EV3高级组
一等奖，张博文获得二等奖，韩
博获得三等奖，孙羽涵和毕瑛峰
获得EV3初级组三等奖，王嘉鹏
获得Scratch编程高级组三等奖。

近年来，石岛实验小学本
着“开放创新、探究体验”的培

养理念，以培养学生的“创新、
实践、合作、共享”意识和能力
为初衷，助力学生走上创新发
展、创造成长之路。先后成立了
机器人灭火社团、无人机社团、
模拟飞行社团、Scratch创意编
程社团等，购置硬件设备，开展
创客活动和课程。学校组建以
信息技术教师为主的创客教育
团队，初步构建创客教育课程
体系，开发创客课程资源(M+)，
让创客教育在校园生根发芽。

同时，学校还拓展思路，聘请校
外辅导员，邀请具有相应资质
的第三方创客机构共同参与并
支持学校的创客教育，为学校
提供多元化、开放性的创新教
育。创客教育为校园的小创客
们搭建了一片创新的舞台，点
燃他们创造的激情与梦想。他
们不断地学习，坚持不懈地努
力，让他们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五月份，获得省一二等奖的小
创客们将参加全国赛。

本报荣成4月29日讯 (毕军
晓) 为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养，推进阅读常态化，同时分享
阅读成果，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
作用，构建书香班级。市府新小
学在第24个“世界读书日”即将
到来之际，邀请热心家长参与

“以书为伴 共同成长”读书成
果展示活动。

本次读书成果展示活动，各
班孩子们和老师、家长，人尽其

才，各显神通，为我们带来了精
彩纷呈的表演。本次活动有两个
突出特点：一是准备充分。各班
每周利用读书时间进行阅读汇
报，学生通过大量阅读，理解书
中传递出来的思想和情感。二是
内容精彩。各班针对学生读书内
容和读书所得采取了形式多样
的汇报形式。不同的内容，用不
一样的形式演绎了相同的精彩。
孩子们在笑声中感受阅读的魅

力；诗朗诵表演激情澎湃，使人
振奋精神，唐诗宋词的魅力彰显
无余……家长们的积极参与更
让读书展示活动推向高潮，教室
里不时传出笑声和欢呼声。“最
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
华”，本次丰富多彩的读书节活
动给孩子们带来了一次精神洗
礼，点燃了学生的阅读激情，也
为学生今后多读书、读好书指名
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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