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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城第一中学通过一系列
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修身，在
活动中塑身，在阅读中静身，在
文化氛围中蕴身，在仪式中提
身，从而唤醒中学生的理想意
识、责任情感、民族国家意识，
引导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树
立远大理想。

加强班级文化阵地建设

打造文明育人环境

我的团队我的家，我的校
园我的家。班级文化是校园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班
级文化是班集体积极向上的内
在动力。铝城第一中学各级部
各班级根据本班的实际情况，
充分发挥学生自主管理的作
用，历练班级团队文化，打造班
级精神。班级文化阵地建设的
有声有色：班风、班训、班魂、班
歌、班级誓言、班级奋斗目标、
学生才艺园地、班级荣誉栏等
一个个栏目。班级文化建设不
仅体现了学校对校园文化建设

的追求导向，为校园文化建设
增添文化氛围和内涵，还体现
了班主任班级管理特色充分发
挥了环境育人的功能，让每面
墙绘会说话、每幅作品会育人，
真正把教室建设成学习的乐
园、展示的窗口、竞争的舞台、

“无声的导师”！

完善的课程体系

强化青春责任

铝城第一中学重视对学生
的责任意识教育，以学校德育
课题研究为核心，逐步完善每
个级部的德育课程，设置月大
主题、周小主题，形成主题化教
育课程。初一“迈好中学第一
步，规范养成教育、初二“迈好
青春第一步青春期教育”、初三

“迈好关键一步法制教育”、初
四“迈好人生第一步人生规划
励志教育、高一初高中衔接习
惯养成教育、高二人生规划教
育、高三毕业理想教育。

通过一系列责任青春奉
献教育，让学生学会对自己
负责，对他人负责，进而对社
会对祖国负责，在责任中成

长，在成长中肩负责任。

规范中塑造文明

磨练中砥砺精神

良好的身体素质是保证，
铝城第一中学重视对学生的励
志教育和赏识教育。每一个孩
子都能成功，唤起他们的成就
意识。他们规范班会课程序，落
实班会课的主题教育实效性。
每次班会课同学们都进行呼号
学生誓词，每天的课间操同学
们呼号班级誓言和口号，在一
次次的呐喊中提振信心，振奋
了士气，增强了班级凝聚力，激
发了学生的上进意识和集体情
怀。铸军魂强身体。同时他们组
织学生每周一次的军事训练，
历练学生们的团结意识、规范
意识、合作意识和服从意识以
及不服输的军人气质，为孩子
的一生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和
身体素质基础。

搭建社团平台

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发展

铝城第一中学成立了学生

自主管理组织，让学生参与教
育教学管理；成立了文学社、双
语话剧团、铝城书画院、天文科
普社、排球队、篮球队等各种社
团和兴趣小组，定期开展活动，
让学生在动手中、思考中、探索
中培养技能，加强合作探究，体
验社会实践活动乐趣。

家校携手育人

为学生健康成长护航

铝城第一中学教育的正常
有效开展，有赖于家长与学校
的沟通和理解，有赖于家长对
学校工作的支持和良好的家校
关系。该校成立了家长委员会，
就学校发展、学生教育问计于
家长，家长积极到校听课、巡
视、参加家长会、参与监考等形
式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定期
召开家长会，向家长通报学校
发展、学生取得的成绩；开展书
香家庭建设、定期举行家庭教
育报告会、家长论文评选等，进
一步提升家长素质，通过家校
联手，用科学的方法，智慧的方
法共同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打造
最美丽的和谐的学习环境。

【实践活动篇】

实实践践活活动动引引导导学学生生形形成成健健全全的的人人格格
——— 淄博市张店区铝城第一中学扎实开展理想道德信念教育系列报道之二

在那一瞬间，我深知您的
劳苦，从发现您那第一根白发
起，母亲节到了，我决定给妈
妈梳一次头发。

想到梳头发，妈妈为我梳
头发的情景便闪现在眼前。时
间逆转，幼儿园时的喷泉辫，
小学时的羊角辫，乃至现在的
马尾辫，都是妈妈那双巧手帮
我梳理而成。抚摸自己的马尾
辫，我依然感觉到妈妈那双温
柔的双手从发间划过，轻轻

的，柔柔的，暖暖的。
妈妈回到家，一听说我要

给她梳头发，喜出望外地看着
我，迫不及待地找了把椅子坐
下来。我从柜子上缓缓拿起那
把平时妈妈给我梳头用的梳
子，慢慢的给妈妈梳理头发。
那一刻，妈妈无数次为我梳理
头发的情景，又在眼前闪过。

那是一把暗棕色的梳子，
光滑的把手有一条条棕黄色
的条纹，回环弯曲，绕成许多

圆圈。梳齿是黑色的，沿梳齿
向上，黑色渐渐变浅，透出一
丝丝棕色。一把多么精致的梳
子，妈妈就是用它无数次为我
梳理好头发。

我像妈妈给我梳头发一
样开始为妈妈梳理头发。从上
向下，从左到右，一丝不苟地
梳理着，突然一丝白发闪入我
眼，好晃眼，在阳光的照射下
显得格外耀眼。妈妈还多么年
轻啊，怎么会……难道妈妈老
了吗？不，妈妈永远是年轻的。
我久久的望着那根白发，难道
连妈妈都挡不住岁月流逝的
侵蚀吗？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试着将它掩盖在那一
片黑色中，可它却调皮地随着
梳齿的滑动浮在最上面，我只
好把这个不和谐的“入侵者”
轻轻拔下。

看着手中的那根白发，在
那一瞬间，我又一次深深感受
到妈妈的辛苦，我的眼睛再次
湿润了。

教师点评：王梓柠同学的
习作围绕“一瞬间”进行了精
心选材，从发现妈妈第一根白
发的瞬间深深地感受到了妈
妈的辛苦；感情细腻，文笔流
畅，梳理头发的细节描写生
动；首尾照应，中心突出。

在在那那一一瞬瞬间间
淄博市临淄区雪宫中学 初一三班 王梓柠

我与祖国同成长 为增强
少先队员的爱国情怀，近日，沂
源县南麻街道东高庄小学组织
了“我与祖国同成长”活动。全体
少先队员参加。 (张德刚)

从小学先锋教育 在中国
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纪念日
之际，沂源县沂河源学校开展
了“从小学先锋 长大做先锋”
主题队日活动。 (刘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刘念华

日前，从泰国传来佳音，沂
源二中外派泰国支教教师周晓
玲指导2019年中泰一家亲“友
谊杯”暨第九届“汉语桥 .国光
杯泰国南部汉语文化技能大
赛”成绩优异，被泰南华文教育
部表彰。

外派教师工作是海外华
文 教 育 事 业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是开展对外交往交流和
侨务工作的重要平台，每一
名外派教师都是一张中国名
片，更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周晓玲老师踏出国门，积极
传播我们国家的优秀文化，
不仅教授中文，还辅导学生
了解中国歌曲、书法、绘画、

茶艺、剪纸等，有意识地在课
程中加入了更多中国元素。
周老师带去的先进教学理念
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受到
泰国学生的极大欢迎，得到
了山东省统战部肯定，成为
中泰人文交流合作的一道靓
丽风景线。

以 中 国 传 统 节 日 为 契
机，通过演唱中国歌曲方式

传播中华文化。中秋节辅导
学 生 演 唱《 月 亮 代 表 我 的
心》，获得董里华侨学校师生
好评。国庆节领唱《我的中国
心》，激发海外华人华侨的爱
国心。

周晓玲老师作为一名外派
老师，除了用心上好每一堂中
文课、用爱守护每一个孩子，更
努力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平
台，成为中泰文化的传播者、中
泰友谊的传承者和中泰务实合
作的推动者。

沂沂源源二二中中教教师师周周晓晓玲玲外外派派泰泰国国支支教教获获美美誉誉

队前教育 为帮助一年级学生
了解并掌握少先队的知识，感受少
先队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近日，沂
源县燕崖镇中心小学对学生进行了
入队前教育。 (唐丹丹 包欣华)

近日，临淄二中初二级部
召开了家长委员会会议，针对
初二学段“夯实基础、培育良
习、巩固上升”等基本任务，展
开沟通交流，共商教育大计。据
悉，该校以被评为淄博市首届
优秀家长学校为契机，形成了

“教体局牵头、学校主管、专家
指导、家长主办、社会参与”的
立体化家校共育新机制，同时，
多措并举，完善家委会建设，发
挥家委会在家校共育中的引领
作用，共圆一梦。

(赵清江 杨远林)

临淄二中：

因缘而聚，家校共育

近日，高青三中初一年级举
行“我与祖国共成长---争做新
时代好队员”建队仪式。首先，全
体队员齐唱国歌；其次，开展授
旗仪式。再次，全体队员齐唱中
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最后，活动
在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中结束。
旨在教育广大少先队员们要继
承和发扬少年先锋队组织的光
荣传统，引导队员从小立志向、
有梦想，听党的话，跟党走，争做
新时代好少年！ (樊武田)

高青三中：

举行“我与祖国共成长”建队仪式

排球小将 再创佳绩 日前，2019年沂源县小学生运动会排
球比赛落下帷幕。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男女排球队经过激烈角
逐，获得男子亚军，女子第五名的好成绩，同时被评为“道德风尚
奖”。近年来，该校坚持把发展校园排球运动作为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大力发展校园排球
运动，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要求。 (李传新 齐永水)

主题教育党课 按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
案的要求，近日，沂源县历山街道教体办举行主题教育党课活动。
教体办党总支书记陈光伦以“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主题，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
为根本任务，为全体党员上了一堂高质量的党课。(崔红军 赵滨)

争做好队员教育 为进一
步坚定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走
的信心与决心，努力成长为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近日，沂源县鲁
山路小学积极开展“我与祖国
共成长——— 争做新时代好队
员”主题教育活动。 (王晗)

爱国教育 近日，沂源县
河湖中学开展了热爱祖国、放
飞梦想主题班会。旨在，激励
学生们热爱祖国、发奋学习、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蓄
能量。 (王书奇)

多彩社团活动 为丰富校
园文化，发展学生的兴趣特长，
促进学生全面健康阳光发展，沂
源县鲁阳小学充分挖掘社团文
化，开展社团活动，打造阳光、活
力校园。 (孙崇丽 刘静)

抓实主题教育 日前，沂源
县张家坡教体办党总支召开主
题教育工作部署会，传达《张家
坡教体办关于在全镇教体系统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实施方案》。(任晓寒)

厚植爱国情 为培养少先队员
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爱队之情，在少
先队建队70周年之际，沂源县新城路
小学开展了“厚植爱国情，争做时代好
少年”系列活动。 (周从容 董士雪)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在淄博市工业学校举行

为做好职业院校课程开发、
师资培训、技能鉴定、技能大赛、
课题研究、实训基地建设等工
作，促进各成员单位之间的交流
沟通。近日，由淄博市工业学校
承办的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
用协会职业教育分会2019年常
务理事会在临淄举行。 (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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