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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扬道义 翰墨播文明
——— 记栾静远的笔墨人生

荣成市第三十五中学 我与作家交朋友

读书就是与作家在进
行跨时空对话，荣成市第
三十五中学举行了“为作
家制作名片海报”的活动，
向喜爱的作家致敬！

小海报，大心思，在设
计“为作家制作名片海报”
前，家长们先带着孩子翻阅

所读书籍扉页中的作者介
绍，让孩子们去了解他们喜
欢的作者，紧接着同学们通
过网上查阅的方式，进一步
了解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代
表作、写作风格等。通过对
喜爱作家的了解，作家的形
象在同学们的脑海中“活”

过来了，同学们纷纷拿起画
笔，依据自己对作家的理
解，开始设计海报。

一张张精彩纷呈的名
片海报，让师生和家长在
读书活动中沐浴文化的恩
泽，享受阅读的快乐。

(陈海燕)

中欧基金获得“十大明星基金公司”等四项大奖

2 0 2 0年中国基金业
明 星 基 金 奖 评 选 结 果 揭
晓！中欧基金凭借出色的
主动投资管理能力，一举
将“五年持续回报明星基
金公司”、“2019年度十大

明星基金公司”两项公司
级别大奖收入囊中，同时
获得两项产品奖：中欧新
蓝筹混合荣获“十年持续
回报混合型明星基金”奖，
中 欧 医 疗 健 康 混 合 荣 获

“三年持续回报积极混合
型明星基金”奖。

据悉，中欧基金已连续
6度斩获公司级别大奖，持
续为持有人带来稳健的投
资回报和良好盈利体验。

笔墨流畅，字势遒劲，参差上错落有致，极尽变
化……观栾静远先生的书法作品，笔力千钧而又灵动
雅致，看似细腻的笔触渗透着古拙的元素。

栾静远，乳山市诸往镇后庄村的一名退休教师。退
休后的近二十年以来，他身处尘嚣，淡泊名利，沉潜心
志，甘守寂寞，耽情书法的同时，热心公益，不仅书法小
有所成，为人做事也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认可。

在栾静远的记忆中，他与书法结缘是源自于小学
时老师的鼓励。当时学校要求写作文要用大字毛笔，写
日记要用小字笔写毛笔小楷。因为家中贫穷，栾静远只
好用大字笔写毛笔小楷。老师看到后极为欣赏，并在课
堂上当众表扬，夸他用大字笔写的小楷居然比其他学
生用小字笔写得都好。

得到老师的夸奖，栾静远决定在书法这条道路一
直走下去。几十年来，栾静远笔耕不辍，对书法达到痴
迷的程度。在工作之余空闲时间，特别是在退休之后，
栾静远都会呆在他的书房里，研究笔画的走向与笔墨
的运用，甚至睡觉做梦也在做关于书法的梦。

几十年的勤奋练习，换来了栾静远的书法创作上
的独特见解。欣赏他的作品，不知不觉间便被纵逸有
度,遒劲飞舞的字体引入一片充满生机的净土，宁静致
远，让人感受到洒脱奔放、超然自我的韵律。2016年7
月，栾静远书写的“富国强民治天下，国泰民安建中华”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全国书画名家作品大赛中荣获金奖。

栾静远总说，书以载道，墨以飘香。一位书法爱好
者如果不能为社会做贡献，在书法上也不会有太大的
成就。用笔墨传播文明是栾静远的一贯追求。无论是村
民向他索要春联，还是书法家协会组织的公益活动，他
都积极参加，业余为群众书写对联、条幅，累计逾二万
对(幅)。当地媒体多有报道。

在今年年初举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之时，栾静远带着对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敬佩，饱含深
情写下了“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凝大爱 回
家之路暖如初”等公益作品，以手中的笔墨表达内心的
情感，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祈愿疫情早日结束，
国泰民安。

“用书法传播文明，用书写正直人生。书法是我一
生所好，传承中华文明符号，传递正能量，是我应有的
责任与使命！”栾静远坦言。

（李辉）

为做好教育精准扶贫工作，崖子
镇中心学校组织教师走村进户，把教
育扶贫政策宣传到困难学生家中，扎
实推进扶贫助学活动。 (宋丽)

为了家人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为了社会和谐稳定，大孤山镇中心
学校开展了“小手拉大手——— 抵制酒
驾醉驾”主题教育活动。 (段桂涛)

乳山市诸往镇中心学校干部带头
下沉课堂，听课研课，提建议，促整改，
倡导教师互相学习，共同提升。(李虹)

为积极响应上级有关在学校开展
“交通文明进校园”活动的号召，徐家
镇中心学校开展了“关爱生命、交通文
明”主题教育活动。 (李红兵)

下初中心学校开展“知恩、感恩、
报恩”大阅读活动，将感恩教育融合于
书香校园建设，引导学生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刘宁宁)

为帮助学生调整心态，以乐观向
上的积极情绪投入学习生活，乳山市
午极镇中心学校坚持“一原则三机制”
推进心理健康教育。 (蔡永胜)

近日，冯家镇中心学校通过主题
班会、校园广播、微信群等渠道向学生
进行爱眼、护眼知识宣传，帮助他们树
立科学用眼的观念。 (王君)

为了进一步打造激情校园、激励
同学们再攀高峰，乳山市诸往镇中心
学校举行班级挑战赛，再掀中考复习
新热潮。 (宫娜)

为了缓解孩子的心理压力，为了
家长与孩子之间能够更好交流，乳山
口镇中心学校开展了复学家教线上指
导与咨询活动。 (刁丽丽)

为了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
学生的责任意识。近日，南黄镇中心学
校举行讲抗疫英雄事迹故事比赛。

(孙淑芳)

近期，乳山市实验中学美术教师
组织学生开展了校园写生活动，同学
们既体验了户外活动的乐趣，又增长
技艺提升了审美能力。 (秦丽华)

乳山市畅园学校构建起学生课内
外阅读的良好生态环境，组织开展了
以"悦读启智 慧悦人生"为主题的全
科阅读精品课堂展示大赛。各学科教
师以课程为载体，以全科阅读为切入
点，将课外阅读融入课堂，面向全科、
全体多角度地辐射开来，培养了学生
的全科阅读能力。 (田丽娟)

近日,诸往镇中心学校举行了“爱
在父亲节”主题活动。在“谈谈父爱”

“感恩父爱”的交流活动中，激发了队
员对父母的感恩之心。 (董晓伟)

乳山西苑学校针对学生读书写字
姿势不端正引发的近视问题，采取一
系列措施开展“矫姿活动”，严格规范
学生的读书、写字姿势。 (宋新颖)

下初中心学校党支部精准施策、
科学防治，全体党员干部主动请缨“参
战”，筑牢“红色防线”，谱写“战疫之
歌”。 (李金玲)

为帮助学生调整心态，乳山寨镇
中心学校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复学心理
健康活动，帮助学生走出疫情的阴霾，
开始新的学习征程。 (崔维蓉)

为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乳山市
怡园中学邀请专家为本校的课题主持
人进行了相关培训，受到教师们的欢

迎。 (张月红)

为做好视力监测和宣传教育工

作，乳山市府前路学校委托爱尔眼科

医院进行视力检测，科学指导学生预

防近视。 (李莎莎)

为了给学生营造良好的阅读氛

围，海阳所镇中心学校在教学楼的每

个楼层开设自由读书角，让学生在课

间能随性地进行阅读。 (林建涛)

近日，乳山市大孤山镇中心学校

开展“立德树人、勇担使命”师德主题

教育周活动，引领广大教师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丁立平)

下初镇中心学校通过举行环保创

意秀、环保演讲、垃圾分类主题实践活

动，打造低碳环保校园，增强师生的环

保意识。 (李振宝)

为培养健康心理和坚强意志，南

黄镇中心学校举行了“与子同袍，与你

同行”朗诵比赛，提高了学生复课后的

信心和动力。 (徐萍)

为弘扬中华民族孝敬父母的传统

美德，诸往镇中心学校举行感恩教育

活动。培养学生体会父母恩情，学会感

恩。 (刘文美)

针对初四学生及家长们考前综合

焦虑心态，乳山口镇中心学校开展中

考考前培训会，助力学生冲刺中考，做

好万全准备。 (姜晓岚)

下初镇中心学校开展“祖国好·家
乡美”学德教育活动，让优秀的传统文
化在学生的心中生根，增强文化自信。

(张美红)

校园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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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明星基金奖”揭晓 工银瑞信斩获三项大奖

6月29日，由《证券时报》
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基金业
明星基金奖评选结果出炉，工
银瑞信旗下3只基金斩获“明
星基金奖”。工银瑞信全球配

置股票成为全市场唯一一只
获得“十年持续回报QDII明
星基金”的产品，而工银瑞信
全球精选股票也是全市场仅
有2只获得“五年持续回报权

益类QDII明星基金”的产品
之一。工银双利债券继获得五
年期持续优胜“金牛”之后，再
度摘得五年期持续回报积极
债券“明星”基金。

暑假防溺水 乳山口中心学校在行动

为进一步排查暑假安
全隐患，扎实做好学校防
溺水安全教育，增强全校
师生的暑假防溺水安全意
识，近日，乳山口镇中心学
校组织全体教职工召开安
全防溺水专题会议，部署
假期防溺水安全工作。

做一次隐患排查。该
校成立安全隐患摸排工作
小组，对学校辖区内的水
域进行全面排查。对有危
险无警示牌的水域，学校

登记台账，统一制作安装
水深危险警示牌；召开一
次防溺水班会。以班级为
单位，召开防溺水主题教
育班会，组织学生对如何
在暑假里做好自我安全防
护，展开学习交流，进一步
敲响师生暑假期间防溺水
安全警钟；发放防溺水致
家长一封信，提醒学生家
长切实加强孩子的防溺水
安全教育和监管，特别是
节假日、暑假期间，时刻都

不能放松警惕，让家长和
孩子都重视起来。

生命至上，警钟长鸣。
会议强调，全体教职工要
把假期防溺水安全教育工
作 作 为 一 项 重 要 工 作 来
抓，广泛开展宣传，切实增
强学生安全意识，提高学
生自我保护能力，严防溺
水等安全事故的发生，扎
扎实实做好假期防溺水安
全教育工作。

(安英英)

乳山市第二实验小学：用心守护师生返校复课心理健康

为进一步加强复学后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缓解复
学复课后面临的学业压力、对
疫情的担心等恐惧、焦虑、烦
躁等情绪，乳山市第二实验小
学上下联动、周密安排，开展
了“呵护心灵，关爱成长”心理
健康教育活动，确保每位学生
安心无忧地回归课堂，开心学
习，健康成长。

长时间的居家学习，返校
复课大家难免会出现不同程
度的“不适应”，针对这一问
题，该校对全体教师进行了题
为《润泽心田 相遇美好》的
心理健康专项培训，从教师个
人情绪调节、学生心理“复位”

应注意的问题及解决策略等
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指
导。

“一定要要做好师生心理
预防和筛查工作，评估疫情对
学生的心理影响，关注师生异
常行为，防患于未然，保障师
生身心健康，实现平稳过渡。”
乳山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于
莉说。大家首先要调整好自己
的心态，善于从自己心情愉快
的角度去思考、处理问题。要
平衡“疫情防控”和“教育教
学”的关系，理解和接纳学生
的各种反应。各班级要通过班
会、课堂观察、谈话等各种渠
道，全面了解学生的身心状

况，准确把握学生恐慌、焦虑
等真实心理需求，共同商讨疏
导方法。在学生教育和辅导过
程中运用心理学知识，对特殊
学生开展经常性谈心活动，给
予必要的关爱。

结合当前疫情形势下，返
校复课后学生可能出现的不
安、焦虑、烦躁、恐慌等心理或
行为异常，该校还制定了《第
二实验小学“关爱师生心理健
康”实施方案》，从学校、教师、
家长、学生四个层面全面做好
心理防护工作，稳定师生情
绪，提振师生精神，维护好校
园积极阳光、安全和谐的良好
氛围。 (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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