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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课题研究 为切实加强校
级小课题实施过程的指导与监
督，提高教师教科研能力，近日，
沂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小学举行了
校级小课题开题报告会。(苏圣婷)

自主学习活动 近日，沂
源县河湖中学召开自主学习主
题班会，让学生明白自主学习
的重要性，掌握更多的学习方
法，提高学习成绩。 (王克斌)

社会实践活动 近日，沂源
县历山街道新城路小学组织五
年级百余名师生赴圣佛山基
地，进行为期3天的综合实践活
动。(周从容 左进美 李新玲)

教师说课比赛 近日，为优
化教学过程，夯实教学基本功，
提高教学水平，提升专业发展，
沂源县南麻教体办举行了小学
教师说课比赛。 (李峰云)

“中秋”主题活动 近日，沂
源县鲁山路小学举行了“节日·
中秋”主题活动，在了解传统节
日中秋节的基础上，感受人们盼
望团圆、思念亲人的情感。(王晗)

食品安全教育 近日，沂源
县燕崖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员
在燕崖镇中心小学开展以“你我
同行共建，共享食安校园”为主题
的食品安全大讲堂活动。 (陈伟)

关爱困难职工 中秋佳节
期间，沂源二中学校团委领导专
程走访慰问了学校部分困难退
休教职工，送去了学校的关怀和
节日的祝福。(刘念华 朱瑞涛)

迎接小班新生 开学季,沂
源县荆山路幼儿园为了迎接新小
朋友的到来，幼儿园的老师们为
宝贝们精心布置了入学场景，欢
迎幼儿和家长的到来。(夏巧凤)

“说目标”促奋进 开学第一
天，沂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小学开
展了“新学期 新气象 新目标”
的采访记录活动，促进了同学们
对学期的目标认识。 (马福燕)

新学期，张店四中各项教
育教学工作稳步推进。在抓好
学校常规工作的同时，张店四
中积极行动，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努力提高师德师风建设，提
高队伍素质，鼓励教师们争做
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崔金华)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胡泉
通讯员 王娟) 近日，周村

区打造“周村好品”区域品牌新
闻发布会召开。该区以品牌建设
作为改革创新与转型升级的切
入点、社会建设与民生改善的着
力点，营造品牌战略实施的政策
环境、市场环境、服务环境和法
治环境，传承百年商埠众多老字
号，加快“周村好品”建设，真正

建立起品牌周村区域品牌形象，
培育一批省内国内乃至国际知
名品牌，将周村的文化以及产品
带到全国乃至世界。

2017年5月，周村区正式成
立品牌建设指挥部，帮助企业走
品牌化发展之路。其中，让更多

“周村好品”叫得更响、传得更远
是指挥部一项很重要的工作。玉
兔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新
文告诉记者：“我们以酱油、食醋
等调味品生产为主，产品原来主
要针对批发市场、大型商超，网
络线上销售较少。在这两年多的
推介中，我们也在不断学习，如
今已经逐步形成了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销售模式。同时，开发生

产了多款高端产品，逐步进入如
易捷酒店、车站、机场等，开辟了
新的销售渠道。今年玉兔的销售
额比往年增长了5%左右。”

“此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
不少知名酒店，现在公司内已经
成立餐饮开发部，下一步我们将
借助政府的推介，让玉兔品牌与
大型酒店达成合作，实现双赢合
作。发布会召开后，针对做好品
牌的优惠政策也逐渐落地实施，
我们将利用这些优惠政策，为老
品牌注入新动力。”王新文说。

跟玉兔一样，对于周村很多
产品而言，提高知名度、美誉度
是品牌建设的关键，为此，周村
品牌建设指挥部将继续开展针

对性品牌传播。区商务局局长徐
新波说：“我们将通过周村品牌
促进会等专业组织认定‘周村好
品’，打造统一品牌形象；通过融
媒体展示品牌形象，让周村品牌
产品被更多人熟知。”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周村好
品的范围涵盖了全区各行各业。

“在周村有周村宾馆、知味斋等
历史悠久的品牌酒店，和其他品
牌不同的是，酒店宾馆所打造的
品牌是特色和服务，如何将周村
的老品牌宾馆、酒店做出新特色
推介出去，也成为今年周村品牌
指挥部的主要工作之一。”徐新
波说。

记者了解到，周村宾馆是周

村区拥有悠久历史的宾馆之一，
如何让其被消费者一眼记住，成
为宾馆近年来的工作重点。2016
年，周村宾馆开始设想创建丝绸
文化主题饭店，2017年他们便投
资3000万元,实施全面改造,全方
位融入丝绸主题文化。今年1月,
装饰一新的周村宾馆已全面投
入使用。周村宾馆对丝绸文化的
发掘和展示只是一个缩影。该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龙峰
告诉记者：“除了通过周村宾馆
这样的平台把周村的文化符号
充分展示出来，我区还通过将品
牌产品包装成文创产品的形式，
开发‘周村伴手礼’等产品，让百
年商埠文化引发人们的共鸣。”

打打造造““周周村村好好品品””，，让让““老老字字号号””历历久久弥弥新新
将周村文化以及产品带到全国乃至世界

本报讯 为促进学生多元
化发展，发挥学生的个人所长，
保障学校课程的丰富性，本学年
南定小学继续以学生成长的需
求为导向，开设了形式多样的校
本选修课程。近日，选修课选课
开始啦！为了让孩子们直观的选
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老师们各
显所长，为其所开设的课程精心
设计了漂亮的投票盒子，手工、
书法、国际象棋、舞蹈、小记者、
创客编程、彩泥、钻石画......应有
尽有，种类繁多，各具特色，成为
南定小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肖丛丛)

张店区南定小学

校本选修课程开课

本报讯 青年教师是学校
的未来和希望，为帮助青年教师
发展，近日，张店区南定小学组
织了师徒结对启动仪式。

活动在许凌主任对新教师
的鼓励下拉开帷幕。由安苗苗主
任宣读了师徒结对名单，与大家
学习了《南定小学学科教师师徒
结对责任书》。然后，大家庄重地
在师徒责任书上签下了自己的
名字。接下来，师徒二人把最想
说的话写在了心愿卡上，师徒二
人心连心，把即将同船而行的情
谊化为文字，表达了齐心协力、
合作共赢的信心。 (许凌)

张店区南定小学

师徒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本报讯 近日，张店五中迎
来300多名初一新生，告别小学
升入初中，每位学生心中都站在
新的起点，怀揣着新的希望。

张店五中在新学期第一天
举行了2019级初一新生军训动
员大会暨军训开幕仪式。全校
1400名师生整齐有序的站在校
教学楼广场前。伴随着进行曲的
响起，升旗仪式正式开始，程明
华校长致开学词。她对学校教师
队伍的年轻教师和刚步入初中
大门的初一新同学表示热烈的
欢迎，也向升入高年级的同学们
表示诚挚的祝福。 (徐瑶)

张店五中举行初一

新生军训动员大会

本报讯 在第35个教师节
期间，张店区南定镇党委政府
领导带领相关部门同志前往张
店五中，看望慰问一线教师。

镇领导一行实地走访了校
园，详细了解学校基本情况，
对、校园文化建设给予了高度
赞扬。程校长介绍了学校特色
文化建设和优异办学成绩，并
结合学校发展遇到问题提出了
建议。随后，领导们察看了校园
管理情况，看望了正在进行教
学研讨的教师，并与他们亲切
交谈。

(徐瑶)

张店五中迎接镇领导

教师节走访慰问

本报讯 前来淄川实践基
地参加实践的学生，无论碰到什
么问题都想自己摆弄摆弄，弄个
明白，而电子百拼实践科目正好
具备了这个特点，每个百拼实验
都需要通过动手操作，才能获
得。因此，在实践中充分让学生
参与到实验中，正是激发他们学
习兴趣的极好途径，在实践中要
求学生克服种种困难，严格按照
操作规定认真实验，既动手又动
脑，更重要的是获得了知识，提
高了能力,有利于激发学生将来
学习物理学科的兴趣，能发展和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邱学玲)

淄川实践基地：

参与实验 激发兴趣

大课间活动 为推动“和谐
校园”的创建活动，推动全民健
身运动深入开展，近日，沂源县
南麻教体办组织了“和谐校园，
趣味竞技”体育运动。 (崔宝铭)

新学期第一次升旗 开学伊
始，沂源县东高庄小学全体师生
举行了新学期第一次升旗仪式。
校长和老师对学生们进行了谆谆
教导希望他们爱国成才。 (魏良)

走进敬老院活动 近日，沂
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小学部分优
秀少先队员到沂源县福利中心，
开展了以“关爱老人”为主题的
学雷锋主题实践活动。(苏圣婷)

争做宪法小卫士 近日，沂
源县河湖中学开展了争做宪法
小卫士活动，学习我国宪法知
识，养成遵守法律法规的习惯，
收到了良好的活动效果。(齐林)

新举措迎新生 新学期伊
始，为进一步做好新生入园工作，
帮助幼儿、家长快速熟悉幼儿园，
沂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幼儿园多举
措助力新生入园。 (马福燕)

为进一步提升教师的整体
素质，检验暑假的学习成果，迎
接新的学期， 近日，张店二中
举行了全体教师读书交流会。
为打造学习型的教师团队、增
强教师的文化底蕴打下坚实基
础。 (刘洁 张继丹)

张店二中：

举行教师读书交流会

开学初，田镇义和小学发起
师德教育月启动仪式，全面开展

“师德教育月”活动。引导教师以
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
德育德，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

“四有”好老师，进一步增强教师
的教书育人意识。 (郭庆庆)

高青县田镇义和小学：

全面开展“师德教育学习月”活动

近日，夏庄小学举行了首届
草坪朗读会。活动场地选在了操
场的草坪上，让孩子们在大自然
怀抱中，沉浸于诗歌的美好氛围
里。旨在让孩子们初步感受朗读
的美丽，让书面的符号转换为蕴
含情感的表达形式。 (周念峰)

桓台县起凤镇夏庄小学：

举行首届草坪朗读会

教师节期间，张店区委副书
记、区长王学刚在区教体局党组
书记、局长李纯永等领导的陪同
下，到傅家实验小学亲切看望慰
问全体教职员工，实地考察工
作，并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问候。(王超)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区领导走访慰问教师

近日，淄川区实验幼儿园小
班刚入园第一周的“新”朋友们，
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迎来了
人生中第一次安全疏散演练。疏
散演练也提高了家长们的安全
意识，为以后的安全教育工作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董桂晓)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亲子疏散演练活动

张店四中：

开展师德师风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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