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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岛实验中学整治校园食品安全

简讯
近日，市第三十二中学开

展防踩踏应急疏散演练活动。9
点40分，一阵急骤的警报声想
起，总指挥宣布应急疏散演练
开始，班主任迅速组织学生按
路线有序地从教室前后门撤离
到教室外走廊，指导教师有条
不紊地疏散学生并对学生适时
进行心理疏导，全体学生在教
师的指挥下有序撤离。学校领
导对本次活动进行点评总结，
对活动成功地开展表示肯定，
并且希望每位师生提高安全意
识，做到关注安全珍爱生命！

肖红娜 樊忠燕
近日，荣成市宁津街道中

心完小，开展了“跳绳比赛”活
动。“我运动，我健康，”成为活
动的口号。健康的体质，才能保
证愉悦的生活和学习。活动的
开展增强大家的健康意识，人
人动起来，跳起来，一些孩子从
不喜欢跳绳到现在成为班上、
甚至是年级的跳绳高手。以跳
绳比赛为契机，积极参加体育
锻炼，是此次活动的宗旨。

郭建波
10月31日上午，皇冠中学

长峰校区举行了“食品安全辅
导员”聘任仪式，校长助理王思
玲宣读聘书，并亲自将聘书交
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闫海鹏同志手中，这
是学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食品安全教育活动重要内
容之一。食品问题无小事，保障
安全是大事。此次活动不仅普
及了食品安全知识，引导学生

树立良好饮食习惯，而且增强
了学生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防
范能力，形成了共建食品安全
校园的良好氛围。

杨淑芹 孔君
近日，市第三十五中学朱口

完小进一步上紧食品安全“紧箍
咒”，使学校食品安全实现了上
档升级。学校严格按照落实食品
采购制度，做到食品采购渠道、
手续正规合法；食品储藏、食堂
环境达标；食品留样、加工有章
可循。对食堂工作的全流程实行
网格化管理，对存在的问题实行
销号管理，使食堂安全时时处处
处于稳控状态。学校定期组织学
生家长、教师对食堂进行督导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细化的
措施，严格的管理使学校食堂管
理水平得到提升，学生的食品安
全有了坚强的保证。

肖晓红
为了让学生在诵读中挖掘

与诠释中华红色经典文化的内
涵及现实意义，获得诗文经典
的基本熏陶和修养。在新中国
成立七十华诞之际，荣成市第
三十七中小学部于10月30日举
行“喜庆新中国七十华诞”红色
朗诵会，诵读红色经典，营造书
香校园。本次活动为广大学生
提供了展示风采、相互交流的
平台，提高了同学们的诗词欣
赏和朗诵水平，为校园文化开
创出朗诵领域的一片天地，对
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
推动作用。

韩艳影

日前，东山中心卫生院的
医生为荣成市第三十七中学
600多名学生进行了一次健康
体检。此次健康体检主要检查
学生的口腔、身高、体重、胸围、
心脏、肺活量、视力等七个项
目，整个体检过程老师组织有
序，学生积极配合，医生认真负
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体检
圆满结束。通过这次体检活动，
对学生今后的身体健康和良好
的发育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极大地促进了学生自我保
健能力和体质健康水平。

毕丽荣
10月30日中午，皇冠中学

长峰校区组织学生志愿者走进
社区开展了“关注食品安全，共
建和谐校园”食品安全宣传实践
活动。午饭后，同学们身披“志愿
者”的鲜红绶带，在教师的带领
下来到馨安苑社区超市门前，发
放食品安全宣传单，向路人讲解
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科普饮食健
康的小知识等内容，受到了社区
居民的一致好评。

裴庆祥 杨淑芹
荣成市第二十三中学于10

月23日开展了防震应急疏散演
练活动。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
序，演练指挥部领导充分肯定
了本次演练的成效，强调了全
体师生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切实提高抵御和应对紧急突发
事件的能力，确保一旦发生急
情，能够及时控制和降低突发
事件的危害。

刘君响 王由静

近日，荣成市宁津街道中
心完小，开展了“经典诵读”主
题活动，诵读经典美文，唱响经
典旋律，活动分年级举行，孩子
们积极参与，踊跃报名。活动评
选出“读书小名士”，“读书小学
士”，“读书小博士”等荣誉称
号，并颁发各个等级的证书，同
时颁发班级优秀奖。此次活动，
孩子们的读书热情高涨，同时
亲子共读也成为一种读书活动
的一种时尚。

郭建波
为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

活，增强学生身体素质，调动同
学们体育锻练的积极性，11月1
日，迎着金秋煦暖的阳光，荣成
市世纪小学举行了“善之健”体
育节。本次体育节展示出学生
的风采，考验了他们体能与心
理，锻炼的是体力，激活的是生
命，弘扬的是个性和青春活力，
收获的是笑脸和精神风貌。所
有选手在本届运动会上赛出了
成绩，赛出了风格，发扬友谊第
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在比赛中
创造了更多的美好和辉煌。

刘海燕 崔云霞
近日，荣成市宁津街道中

心完小，开展了主题为“清洁卫
生，关爱校园”主题活动，人人
争创卫生环保小卫士，垃圾不
落地。自活动开展以来，孩子们
主动捡拾垃圾，已经成为一种
时尚，一种无需监督与管理的
自主行为，校园整洁干净一新，
孩子们的精神面貌也悄然发生
了变化，在活动中培养大家爱

护校园，以校为家的良好思想
品质。

郭建波
近日，荣成特殊教育学校

举办了一场题为“让孩子拥有
信心和勇气”的有关青春期主
题的阳光家长课堂讲座。讲座
中，王老师先以特校教师自主
编写的绘本教材青春期教育主
题故事为例，与家长进行互动，
让家长了解到，当我们的孩子
慢慢长大，步入青春期,除了来
自父母的浓浓爱意，他们也会
渐渐品尝生活中各种情感的滋
味，比如受挫感,比如对自己身
体变化的好奇。活动结束时，家
长纷纷表示教师讲得通俗易
懂，富有启发性，对自己教育孩
子很有帮助。

王凌云
近期根据学校的安排，为

提高全校听障学生和智障学生
的心理素质，使大家尽快融入
新学期的校园生活中，市特校
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师与各班主
任进行研讨与研究，分年级段
选定班级心理健康教育主题，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心理健康主
题班会活动。通过此次心理健
康教育主题班会，提高了特殊
学生对于自身心理健康的认
识，有利于学生在出现相关问
题时获得更有效的解决方法，
让同学们更好调整自己，做健
康的自己，对于更好地适应新
学期的学习、生活、人际交往产
生不同程度的效果。

王凌云

第二实验中学举行心理剧大赛

本报荣成11月4日讯(通讯员
张宗芹) 为了进一步探秘学生成
长的内心世界，优化心理健康教育
效果，近日，市第二实验中学举办
了第二届校园心理剧大赛。

比赛当日，各班同学可谓是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我被青春撞了
一下腰》中，几位小演员模拟课间
情景，呈现了同学们遇到的种子困
扰，并在心理老师的帮助下解决了

问题，给台下的同学很大的启发；
《其实我能行》讲述了缺乏自信、孤
僻怯懦的芳芳同学在妈妈和老师
的帮助下突破自我，勇于挑战，成
功展示自我的故事，看到芳芳同学
展露出的笑脸，同学们由衷地给予
热烈的掌声；《别让网络网住了你》
则围扰手机展开，告诉沉迷网络的
同学要管理好自己，让网络成为学
习和成长的有益助手，而不是杀

手，场上演员发自肺腑的呐喊，激
起了同学们的共鸣。

比赛结束后，该校负责心理教
学工作的房主任表示：学校举办此
项大赛，旨在以多样的形式，丰富
的内容，生动、真实地呈现学生们
不同时段的心理悸动，这样比老师
单纯讲道理直观得多，也更容易被
学生们们理解和接受，解决问题的
方法也变得更加清晰。

石岛实验中学开展

同课异构交流研讨

本报荣成11月4
日讯 (通讯员 李伟
静) 日前，荣成石岛
实验中学与联盟学
校、山东省课程中心
的领导和骨干名师共
同开展“同课异构”交
流研讨活动。

石岛实验中学、
荣成三十五中、二十
四中、十四中等联盟
学校和来自省课程中
心的五大文化学科的
15位老师在各年级同
期同台竞技，荣成市
教育部门领导和学科
教研员进行了听课并
讲评。每一节课，授课
老师都对课标进行了
深入准确的解读，教
学设计各具匠心，体
现了新课改的思想，
把课堂还给学生，让

学生经历知识的发生
发展过程。授课教师
们展示了不同的教学
风格，对教材不同的
处理、对学生不同的
学习指导方法、板书
方式等，展示了对教
材独特的理解。老师
的讲课展示出灵活多
变的韵律美，体现出
渗透文本的力量美，
表现了游刃有余的风
趣美，显示出清新朴
素的自然美，突出了
热情洋溢的活力美。

随后进行了点
评。在评课议课的过
程中，所有教师都深
刻体会到“同课异构”
活动为教师搭建了一
个畅谈教学思想、交
流教学设计和展示教
学风格的平台。

本报荣成11月4日讯 (通讯员
张金玲) 近日，市石岛实验中

学联合市教体局和市场监管局
组织开展校园食品安全整治行
动，着力保障全体师生“舌尖上
的安全。”

行动中，市教体局安保科
和市场监管局的领导一行就校
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制落实、
校园食品 (食堂 )安全管理、学校
食堂“明厨亮灶”建设等情况，
对石岛实验中学进行了认真检

查和督导。检查小组对各食堂
烹饪间、粗加工间、蒸煮间、洗
碗间、备餐间和就餐厅环境卫
生、原材料的品质与储存、餐具
消毒、各类设施设备等进行了
细致检查，认真查看了食品保
质期、留样记录、进货记录等台
账，并向食堂负责人及工作人
员详细询问了各类用品的储备
情况、原料储存保管、食品操作
流程与细节，重点了解了食品
卫生安全情况，并就有关问题
现场提出了整改意见。同时，重

点检查了食堂的疏散通道、楼

梯、安全出口管理情况；用火、用

电、用油、用气等危险源管理措施

落实情况，消防器材维护情况，确

保校内建筑消防设施设备和安全

出口及疏散通道符合要求。

下一步，学校将联全市教体

局将联合市场监管局继续组织

有关部门对校园及周边食品安

全进行督导检查。进一步靠实学
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日常
监管，狠抓落实，确保广大师生

“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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