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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伟
通讯员 亓俊然

9月2日，临淄区中小学幼
儿园正式开学，各学校以“开学
第一课”为契机，举办了各具特
色、别出心裁的活动。

升旗仪式。虎山小学、齐陵
一中等学校举行主题升旗仪
式，少先队员们在庄严的国旗
下表达自己新学期的心愿和对

祖国的热爱。闻韶小学举行升
旗仪式，并开展新生入学教育，
学生集体诵读《我骄傲，我是中
国人》，抒发爱国热情。

入学典礼。临淄中学迎来了
2300多名高一新生，学校做了详
细的安排，标准化管理，精细化实
施，营造了喜庆热烈的入学氛围，
确保了迎新工作顺利、高效地完
成。实验小学举行了2019级“知礼
融礼迎新生，启智启迪助长成”入

学礼活动，家长们牵着孩子的手
跨入“学门”，代表着孩子们正式
成为了实验小学大家庭中的一
员。太公小学为孩子们准备了精
彩庄重的入学仪式，领护照、走红
毯、走“立志门”、朱砂启智、开笔
破蒙，引导孩子们许下“立太公
志，做现代人”的远大志向。

军训与行为习惯教育。实验
中学开展了新生入学教育暨军
训活动，初一新生在军训教官带

领下，整齐有序、斗志昂扬地进
行军训。临淄三中初一新生在教
官陪同下进行军训，培养和提升
团结互助、生活自理、严格自律
的意志和品质。遄台中学隆重举
行“砥砺品德，陶冶情操，刻苦学
习，全面发展”2019级新生入学仪
式暨军训开营式。皇城镇中心小
学在开学第一天开展了行为习
惯训练活动，帮助刚刚回到校园
的孩子们在新学期第一天开好

头，起好步。
示范引领。稷下小学全校

20余名党员围绕“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设计了图文并茂丰富
多彩的党课，激发学生爱国之
情。皇城二中党支部组织全体
党员参加了以“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为主题的党员义务日
活动，通过义务劳动引领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率先垂
范上好“开学第一课”。

临临淄淄区区中中小小学学举举行行““开开学学第第一一课课””活活动动

近日，高青三中喜获“县语
言文字规范化学校”称号。多年
来，该校本着“强基础、重创新、
促发展”的教育思想引领学校发
展，注重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
和社会环境中挖掘语言学习的
活教材，并渗透到德育、智育、体
育、美育和社会实践等各项教育
活动中。让学生感受祖国语言文
字的独特魅力。 (樊武田)

高青三中：

获“县规范化学校”称号

仪式感入学礼 为营造一
个仪式感的入学礼，增加新生的
身份认同感，近日，张店区齐德
学校举行了走红毯、过彩门、看
金榜、“朋友圈”以及“小脚丫游
校园”等活动。 (王灵凤)

学习朱彦夫精神 为进一
步提高教师道德修养，提高教师
工作积极性。近日，沂源县河湖
中学组织学校部分骨干教师，参
观了朱彦夫事迹纪念馆，学习朱
彦夫精神。 (李庆成)

新学期教学工作会 新学
期第一天，沂源县河湖中学召
开全体教师会议，布置新学期
教学任务。让老师们明确了教
学目标，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
入到新学期工作中。 (陈光锦)

近日，城北中学举行了新学
期开学典礼暨安全教育第一课。
强调了交通、饮食、消防、校园防
欺凌等安全事项，强化和落实各
项安全保卫措施，确保思想认识、
安全措施、责任落实“三到位”，筑
牢广大师生新学期安全意识、夯
实平安校园基础。 (王宝强)

周村区城北中学：

举行安全教育第一课

张店四中：

开展读书心得交流活动

为进一步推进学校教师的
专业发展，全面提升教师的教学
水平，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
引领作用。近日，高青县中心路
小学举办“教育教学金点子”经
验交流活动，20位老师结合各自
的教学实践，把自己的教育教
学、课堂落实、引领阅读、习作指
导、习惯养成等金点子做法和大
家进行了分享。 (韩元素)

高青县中心路小学：

开展教学交流活动

新学期开始，木李学区中心
小学充分利用开学的有利时机，
采取多种方式，积极上好“三堂
课”。一是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课。
二是开展安全教育活动课。三是
日常行为规范教育课。教育引导
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努力学习，奋发成才。 (刘玉功)

高青县木李学区中心小学：

上好新学期“三堂课”

规范化管理月活动 为强
化精细化管理思路，细化强化学
生习惯和生活习惯的养成教育，
促使良好学风、班风、校风的形
成，近日，沂源二中开展规范管
理月活动。 (刘念华)

新生入学礼活动 为加强
学生文明礼仪教育和感恩教育，
发挥仪式教育在学生思想道德
养成中的独特作用，近日，桓台
县田庄小学举行一年级新生“入
学礼”活动。 (刘永收)

远离手机活动 近日，
沂源县河湖中学开展了远离
手机活动，让学生充分认识
到手机的危害，保证不带手
机进校园，在校园内健康学
习和成长。 (齐林)

迈好成长第一步 为使学
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激发新
生热爱学校的激情,近日，沂源
县鲁山路小学举行“迈好成长
第一步，快乐生活每一天”一年
级新生入学典礼。 (李春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伟
通讯员 牛玉靖

为加强对新上岗教师的
培养培训，促进新教师尽快
胜任教学工作，顺利实现从
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8月
2 8日，沂源县教育和体育局
举办专题培训，对 2 0 1 9年招

聘的 1 8 7名新教师进行了岗
前培训。县教体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杨树锋出席会议并讲
话。讲话中，从切实加强师德
修养、立足长远发展、珍惜工
作岗位等方面对新教师提出
了 具 体 的 要 求 和 殷 切 的 希
望。

据悉，新学期开学后，沂源

县教体局还将通过组织网络远
程研修(50学时)、“六个一”评选
(即一个精品教案、一个精彩课
件、读一本书、一节汇报课反
思、一次讲课比赛、一次培训理
论测试)、专家讲座等活动对新
教师进行为期一学年的全方位
培训。

通过系列培训活动，帮

助新教师了解教师专业标准 ,
加深职业认同感，加强师德
修养，提升职业素养，掌握基
本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技巧，
从工作心态、教学行为和实
践能力上尽快适应学校的教
育教学工作，为教师的专业
成长和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

沂沂源源县县教教体体局局举举办办岗岗前前培培训训助助力力新新教教师师专专业业成成长长

近日，张店四中开展了“醉
美书香，最美校园”暑假读书交
流活动。主要围绕所读书目的精
彩内容，从不同角度与大家一起
分享，品味书香，进行心灵间的
碰撞。内容囊括教育教学、班主
任管理、哲学、历史、文学等多个
方面，给大家诸多启迪。(崔金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张陶

开学前夕，高青县教体局
坚持“三到位”精心部署秋季开
学各项工作，确保新学期学校
开学平稳有序。

一是准备工作早到位。按
照“县管校聘”的要求，暑期全
县教师跨校竞聘和交流轮岗工
作顺利完成，有利保障新学期

教师队伍的合力配置。通过假
期集中培训和网络研修，教育
管理干部、骨干教师、新上岗教
师都得到了新的提升，强化了
师德修养，更新了教育理念和
提高了业务技能，增强了教师
队伍的战斗力。通过开展大家
访活动，组织班主任和任科教
师通过电话、家访等方式掌握
学生动态，确保无一人因贫辍
学或失学，控辍到位。

二是办学行为规范早到
位。坚持公开、公正的原则，对
全县适龄儿童实施“免试、就
近、划片”全覆盖，确保每个适
龄儿童少年有学上，着力化解

“大班额”和“择校热”问题；认
真贯彻执行上级收费文件精
神，广泛宣传收费政策，在显著
位置悬挂公示牌，张贴本学期
收费明细，接受群众监督，坚决
杜绝乱收费行为.

三是安全工作管理早到位。
县教体局召开教体系统安全工
作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新学期学
校安全管理工作。明确职责，压
实责任，落实、落细各项安全工
作。各学校健全安全管理组织机
构，健全完善校园安全制度，做
到安全工作全覆盖、无死角；巩
固暑期安全教育和防溺水教育
成果，备好开学安全第一课，开
好新学期安全第一课。

高高青青县县教教体体局局““三三到到位位””确确保保新新学学期期学学校校开开学学平平稳稳有有序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伟
通讯员 李彦

开学前夕，淄川区教体局联

合区交警大队和校车公司对全区
163辆校车进行开学前集中临检，
确保全区校车“不带病”出车，运
行管理安全稳定。淄川区教体局

联合区交通局、区交警大队和校
车公司组织了校车驾驶人交通安
全培训会，对全区校车安全管理
者、驾驶员进行交通安全知识、技

能和应急疏散能力进行培训，进
一步提高校车从业者的交通安全
素养和责任意识，为确保校车运
行管理安全稳定夯实基础。

淄淄川川区区开开展展校校车车临临检检和和从从业业者者培培训训活活动动确确保保学学生生乘乘车车安安全全

沐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千乘湖小学的操场上热闹起来：
跑步、跳绳、踢毽子、扔沙包……
到处洋溢着师生运动的热情。据
悉，阳光晨练是该校继阳光大课
间后又一系列体育活动项目，旨
在以学生健康为基，推动学生体
质提升。 (尹德艺 李超)

高青县千乘湖小学：

晨练打造活力第一课

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学校开
学的安全教育管理工作，近日，起
凤中学开展了安全教育第一课活
动。各班在强调安全教育工作是
学校工作的前提下，要求“人人讲
安全，事事讲安全，时时讲安全，处
处讲安全，做到警钟长鸣！”并对全
体学生提出具体要求。 (张久伟)

桓台县起凤中学：

开展安全第一课活动

近日，张店二中初二级部组
织了暑期优秀作品展示活动。围
绕暑期作业主题，此次展览共分
两部分：健康知识手抄报、制作植
物腊叶标本。旨在，开阔学生视
野，丰富校园文化，激发学生创作
的兴趣，并为学生以后的作品创
作指明了方向。(范成云 张继丹)

张店二中：

开展暑期优秀作品展

桓台县陈庄中学：

组织初一新生军训

为增强学生国防观念和组
织纪律性，培养学生勇敢顽强，吃
苦耐劳、不怕困难的意志，提高学
生的自理和自律能力，提升班级
凝聚力，近日，陈庄中学组织初一
新生进行为期4天的军训，向学生
们提出了军训要求，让同学们了
解军训的重要意义。 (耿佃春)

师德建设月活动 为加强学
校师德师风建设，近日，张店区傅
家镇中心小学召开新学期师德建
设月系列活动动员会。强调师德
师风建设的重要性，全体教师全
部自愿签订师德承诺书。(徐家鹏)

高青县第六中学：

开展新学年读书分享会

近日，高青县第六中学的全
体教师围坐在一起，就《课堂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书做交流反
思，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为新学
年的教育教学工作充电。过去的
一年，高青六中坚持通过全体教
师共读一本书并举办读书分享
会的活动，鼓励大家在工作闲暇
之余，多看书多学习，用读书构
建教师成长的平台。 (任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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