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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钢二十小开展母亲节角色互换体验活动

今天，
我来当
“妈妈”
◇晨报融媒记者 宿珺 通讯员 谷静
本报讯 5月 12日母亲节，
为
了让学生切实感受妈妈无私伟大
的爱，
让妈妈们亲眼见证孩子们的
成长，
也让队员们在活动中不断收
获，
从而懂得感恩，
学会感恩，
包钢
二十小开展了“今天我来做妈妈”
母亲节角色互换体验活动。
大清早，同学们的家里便出
现了一幕幕温馨的场面。有的趁
妈妈没起床就将提前做好的贺卡
偷偷放在她枕头旁边；有的提前
给妈妈挤好牙膏倒好漱口水；有
的帮妈妈拿好起床要穿的衣服；

一机二小：
开展防震疏散
演练活动

还有的早早起床做好早餐才耐心
地叫妈妈起床……
今天我是“妈妈”，接下来需
要做的可多啦！洗衣服、拖地、擦
桌子、摆桌椅、叠被子……哎呀！
这衣服搓得两只小手都红通通的
了，还有地板怎么老是这里拖干
净那里又踩脏了呢？被子叠的不
像三角形也不是长方形，还有还
有……虽然是小插曲不断，但队
员们丝毫没有懈怠。
“采购”结束的队员们回到自
己家中，开始忙活着做午饭。择
菜、洗菜、切菜，炒菜……厨房内
全是队员们手忙脚乱的身影，时

而找不到想要的佐料，时而放多
了盐，时而烧糊了菜。虽是手忙
脚乱，满头大汗，但红扑扑的脸蛋
上，大家满满是收获的喜悦。妈
妈们欣慰的表情和赞许的目光便
是最大的肯定。
通过体验，队员们纷纷道出
了自己心声，原来妈妈这么辛苦，
不但每天要工作，还要照顾我们，
此刻才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都是父母给与的。在这些琐
碎的家务活动中，队员们体验了
一番做妈妈的辛苦和不易，并且
记录了当“妈妈”这次体验活动中
的真实感受。

三星校区：师生进社区为母亲送祝福

◇晨报融媒记者 常淑芬
通讯员 邵孝宇
本报讯“蜷曲身体，
降低身体重
心，
缩小面积，
额头置于膝盖间，
双手
保护头部，
在桌椅旁趴下，
伏而待定。
”
这些应急避险的知识，
包头市一机二
小的学生们已熟记于心。近日，
在全
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
一机二小邀
请蓝天救援队的叔叔阿姨们为四到六
年级的学生普及应急自救知识。
警报声响之前，该校德育副校
长王峰给学生们讲述紧急避险和疏
散演练的要求，学生们在老师的指
导下，用手护住头和胸，就近或蹲或
躲在课桌下，以避开地震开始时的
强烈震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在蓝
天救援队的协助下，
学生按照统一指
令和要求，
较快地撤离到操场上。随
后，蓝天救援队的关老师从防拥挤、
防踩踏以及海姆立克急救法与同学
们进行互动，示范讲解动作方法，让
同学们在遇到危险时，
知道应该如何
更好地进行自我保护，正确处理和
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发生。
通过此次演练活动，师生们提
高了防震意识和自救能力，做到快
而有序，为创建平安校园、和谐校园
打下良好的基础。

包三十六中
备战中考
◇晨报融媒记者 常淑芬
通讯员 孙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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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 多彩校园

本报讯 近日，包头市青山区教
育局教研室工作人员来到包三十六
中，对中考科目进行复习课的专项
调研。本次调研活动旨在深入了解
该校的中考备考工作进展情况，加
强对中考备考工作和学校教学管理
的督查与指导，促进教师的专业发
展，
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
调研活动中，各学科教研员们
深入相应学科课堂听课。课后，教
研员们逐一认真地评课，并与上课
教师及备课组的老师交流了意见。
既肯定了课堂上的精彩表现，也指
出不足之处并进行细致剖析，并且
以这节课为契机指导老师们备战中
考，
做好各复习阶段的教学工作。

5月 1
0日下午，包头市北重
六小三星校区 1
2名优秀的少先
队员代表，在大队辅导员和中
队辅导员的带领下走进银海社
区，举办了“心手相系，感恩母
亲”主题活动，为社区里妈妈代
表们送去祝福、献上康乃馨并
进行文艺演出。
共建活动中，学生们用快
板表达对祖国母亲的诚挚祝福，
用三星校区的特色舞蹈——
“安

代舞”跳出对母亲们的感激之
情。演出赢得了在场观众及社
区妈妈代表的一致好评。此外，
少先队员们还为银海社区的妈
妈代表献上鲜花，
祝福妈妈们节
日快乐、
幸福安康。此次校社共
建活动也让队员们深刻体会到
母亲的伟大，
为进一步构建和谐
校园提供了良好契机。
晨报融媒记者 宿珺
通讯员 卢爱君摄影报道

一机四小：
帮助自闭症儿童完成心愿
◇晨报融媒记者 常淑芬
本报讯 近日，
包头市青山区民
一社区党委组织开展
“聚力红邻 助
爱公益”
气排球友谊赛活动，
借助这
个平台聚集各行各业的邻居，
帮助
自闭症儿童完成心愿，
激活区域共
建新生力，
一机四小参与其中。

当日，自闭症的孩子们献
上了精彩的手鼓节目，为即将
开始的比赛加油助威。这次公
益活动，一机四小的老师们既
是奉献者又是受教者，她们献
上自己的微薄之力，着眼于身
边的小事，关爱着身边的这些
孩子，
温暖他们的心。

一机三小：
关注小学生心理健康
◇晨报融媒记者 常淑芬
通讯员 王桂秋
本报讯 为提高学生的心理
健康水平，优化学生的心理素
质 ，促 进 学 生 的 心 理 成 长 ，近
日，包头市一机三小利用少先
队活动课组织学生们开展了
“小学生心理健康”系列主题少
先队活动，让心理健康教育走
进各中队，
走进学生心中。
此次活动以小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为主要内容，少先队员
们从适应、交往、情绪、学业等

自主选择主题，低年段以“怎样
和爸爸妈妈做朋友”为主题开
展活动；中年段以“与同学发生
矛盾怎么办”为主题开展活动，
侧重如何调节情绪，增强自信
心；高年段以“怎样面对校园暴
力 ”为 主 题 开 展 活 动 ，侧 重 沟
通 、互 动 ，促 进 良 好 的 人 际 关
系。在活动中，辅导员老师针
对学生们普遍存在的几种心理
现象进行剖析与矫正，引导学
生要“学会感恩”、
“ 学会做人”、
“学会做事”、
“ 学会学习”、
“学
会克制”
、
“学会生存”。

南开小学：
母亲节系列活动
温暖人心
◇晨报融媒记者 杨培霞
通讯员 段美娟

本报讯 5月 10日，包头市稀土
高新区南开小学利用课间操时间，
举行了“温情五月天，百善孝为先”
主题的母亲节活动。
活动中，学生们利用身边的一
些废旧材料，用心为母亲制作了礼
物，传达着对妈妈浓浓的爱。
此外，为了使感恩教育更深入
内心，全校各班在 5月 13日下午分
别举行了“母爱无边，常怀感恩之
心”主题班会活动，活动课上孩子们
通过诗朗诵、讲故事、播放短片、读
心愿卡、写给母亲的话等环节，讲述
了母亲对自己的教育和培养，母亲
的辛苦与无私……
通过本次系列活动，不仅号召
学生们用实际行动对自己的母亲献
出了最真挚的祝福，而且弘扬了孝
敬父母，珍视亲情的传统美德，引导
学生从关心和体恤父母开始培养感
恩之心，也让母亲们感受到孩子成
长所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北重一小：
跆拳道小将
获多项荣誉
◇晨报融媒记者 杨培霞
通讯员 武海鹰

本报讯 5月 13日，内蒙古晨报
融媒记者了解到，2019内蒙古大众
跆拳道联赛（中部赛区）落下帷幕。
包头市北重一小跆拳小将代表学校
参加了本次比赛，并摘得 5金 3铜，
荣获 43张优秀证书。
据了解，本次比赛 4月 30日到
5月 3日举行，共有来自西部赛区
36支代表队近 1000人参与其中。
比赛分年龄段，设置竞技比赛和品
势比赛。北重一小选手在赛场上努
力拼搏，奋勇争先，成绩喜人。其
中，四年 2班陈馨同学表现优异，获
得“优秀运动员奖”，学校被授予内
蒙古跆拳道协会会员单位并荣获
“优秀组织奖”
。

哈达道小学：
开展班会课展评活动
◇晨报融媒记者 常淑芬
通讯员 宋学峰

本报讯 近日，包头市青山区哈
达道小学进行了中青年班主任教师
的班会课展评活动。
据了解，参加本次班会课展评
活动的共 9位老师，他们精心策划，
周密安排，积极排练，让参与活动的
学 生 收 获 满 满 ，也 让 教 师 历 经 锤
炼。他们的班会课或温暖感人，或
热情洋溢，或趣味无穷，不管以何种
形式的展示，均离不开
“育人”
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