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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上午，周村经济开
发区城北路街道办事处扶困助
学协会2019年捐助大会在城北
中学举行。

周村区副区长李寅萍、城
北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健、区
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冯艳冰以
及70多家村居企业出席会议。
会上，受理事长委托，城北中学
书记、校长毛新普汇报扶困助
学协会2019年度工作。受助学
生代表作了发言，表达了感恩

之情，表示自己将发奋学习，在
感恩中奉献爱心，以真心对待
爱心，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
的关爱。

据悉，城北路扶困助学协会
自2007年成立至今，已有理事单
位15家，会员单位65家，涵盖了
周村经济开发区规模企业、村居
和淄博经开区的部分村居。在社
会各界人士的爱心帮助下，一级
又一级城北学子感受着扶困助
学的大爱，化作自强不息、拼搏
向上的动力，在高考、中考中不
断取得优异成绩。

受资助的同学们也纷纷表

示：一定心怀感恩，珍惜父老乡
亲、社会各界的款款爱心，把奖
励、资助化作自强不息、主动发

展的不竭动力，决心以优异的
学习成绩，回报家乡父老，回馈
社会。

爱爱心心助助学学 情情暖暖学学子子
——— 周村区城北路街道办扶困助学大会在城北中学举行 近日，淄川教育和体育

局领导到蓼坞中学进行开学
教学工作调研。对校园环境、
校园文化、工作计划制订情
况及功能室规范管理等方面
进行检查，进一步了解新学
期家访工作实施方案及创新
举措，学校新学期教学及管
理的思路和举措。 (张翠平)

淄川教体局领导到

蓼坞中学进行工作调研

为做好新学期学校各项
工作，提升学校办学质量，近
日，张店四中组织召开全体
教师会，部署新学期各项工
作。

校长王锋同志从学校安
全、师德行风建设、教育教学
工作、意识形态教育等方面
作出相应指导。并要求大家
一定要不忘教育初心，牢记
时代使命，认真落实立德树
人的教育目标。 (崔金华)

张店四中：

举行新学期工作部署会

桓台县实验中学：

举行开学前班主任培训

为加强学校班主任队伍建
设，提升学校德育管理水平，近
日，桓台县实验中学组织了新
学期班主任培训。学校分管领
导、各年级主任、安全办公室主
任、后勤主任及各位班主任参加
培训。要求牢记育人使命，继续
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学生思想
道德教育，强化安全意识，风
险意识，不断提升自身境界和
工作格局，促使每一个孩子成
长、成才。 (伊娇 逯晓冉)

第一课 “安全”教育 新
学期伊始，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
处鲁山路小学扎实开展形式多
样的安全教育。上好开学安全第
一课，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
提升学生应急避险能力。(王晗)

整治校园环境卫生 新学
期开学前，沂源县鲁村镇中心
小学开展了室外环境卫生专项
整治行动，努力为师生营造干
净、整洁的校园环境。

(李德成 房秀伟)

搞好新学期安全工作 为
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校园环境。
近日，沂源县鲁阳小学多措并举，
努力筑牢校园安全网。严格落实
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制，强化安全
制度建设。 (孙崇丽 崔大为)

为做好新学期的教育教学
工作，更好地做好学校课程整
合与重构，近日，傅家实验小学
邀请齐鲁名校长临淄区晏婴小
学的孙镜峰校长，为本校教师
进行了校本培训，用名家教育
思路为本校教师开启了新学期
的第一课。孙校长从课程解读、
课程整合以及影响效果等方面
讲述了他们在课程重构方面的
具体做法。 (徐美华)

为进一步深化管理体制改
革，加强队伍建设，建立起竞争
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促
进幼儿园内涵式可持续发展。
近日，淄川区实验幼儿园举行
了双向选择、竞聘上岗大会。全
体教职员工参加了这次大会。
本次竞聘工作，以通过深化用
人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管理
体制，激发内部活力，明确岗位
目标，强化责任意识，调动广大
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幼
儿园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
为指导思想。 (王建华)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竞聘上岗激活力

高青一中：

召开新学期工作动员会

近日，高青一中召开新学
期工作谋划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工作动员大会。高晨胜校
长发言：新学期学校将聚力内
部资源，借力专家引领，强化
备考研究，把位高考脉搏；立
足学校实际，坚持问题导向，
寻求突破策略；理顺管理机
制，调整激励措施，营造备考
氛围，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要求，要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与学校教
育教学紧密结合，做到学做
结合、知行合一。 (周进)

为让一年级新生了解认
识自己的学校，激发热爱学
校的情感，营造浓厚的开学
氛围，近日，起凤小学举行了
以“爱相聚，心相伴”为主题
的一年级新生入学礼活动。
入学礼分为：“我是小学生”
签字仪式；班主任欢迎新学
生入学，介绍学校，提出要
求；校长致辞，表达祝福与希
望；庄严的升旗仪式，强化了
爱国爱校意识。 (王会)

桓台县起凤镇起凤小学：

举行新生入学礼活动

近日，张店二中举行2019
级初一新生军训开训仪式。校
长王福勇作动员讲话。他要求
全体同学要认真上好开学第一
课——— 军训！在这五天的时间
里，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自律，锻
造钢铁一般的意志，感受“勇争
第一”的二中精神，实现自己的
完美蜕变，成长为一名真正优
秀的二中人。(张帅琦 张继丹)

张店二中：

举行初一新生军训

高青县实验小学：

举行班主任入职培训

近日，张店区特殊教育中
心学校组织全体教师开展了

“学伦学冬精神 做师德高尚
教师”主题教育活动。郑红校长
在讲话中指出，伦学东同志见
义勇为、无私奉献的精神，集中
展现了人民教师的精神风貌，
不愧为时代的英雄，不愧为我
们学习的楷模，同时号召全体
教师不忘“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书育人初心，淡泊名利、爱岗敬
业、牢记使命、奋发有为，在教
书育人岗位上为党和人民教育
事业做出新业绩。 (翟英明)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开展做师德高尚教师教育

为确保新学期各项工作的
有序开展，日前，铝城一中召开
了新学期全体教职工大会。刘
学校长总结了学校上学期的工
作情况及取得的成果，并传达
了本学期的重点工作，学校将
从安全管理、教育教学等多方
面进一步做好工作；并希望老
师们进一步加强自身学习、师
德师风建设、沟通与联系；进一
步提高自身修养，将教学与管
理结合起来，全身心的做好本
学期的教育教学工作。(赵永志)

张店区铝城一中：

召开新学期教职工大会

安全教育第一课 近日，沂
源县荆山路小学在开学第一天
升旗仪式上举行了新学期第一
课——— 安全教育课。号召广大师
生要高度重视校园安全工作，切
实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孙静)

新学期首次升旗仪式 9
月2日，高青县中心路小学2100
余名师生齐聚升旗广场，隆重
举行新学期首次升旗仪式。师
生们怀着崇高的敬意面向国旗
行注目礼。 (韩元素)

倡导尊师爱师 近日，沂
源二中举行了由1000名高一新
生和家长代表共同参加的隆
重而有意义的入学礼。“拜师，
提升人生；受礼，升华人生；悟
道，奋斗人生！” (刘念华)

新学期 新党建 近日，沂
源三中学校党支部召开全体党
员大会。就新学期党建工作，建立
学习实践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
党员干部思想道德水平和政治
领导能力做了部署。 (江秀德)

为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坚忍
不拔的意志品质、锻炼学生的
强健体魄、发扬团结友爱的精
神，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作

风，良好的习惯，文明的举止投
入到初中新的学习生活中，新
学期伊始，高青五中对初一学
生进行为期一周的军事训练。

9月 2日早晨，学校召开
2019级初一新生军训动员大
会。学校新生军训训练科长
高建华教官宣读军事训练编
程，让学生了解训练内容。史
雷校长做动员讲话，鼓励初
一新生训练中保持高昂的斗
志，锤炼铁一般的体魄，钢一
般的意志，塑造果敢迅速的

作风；要求各处室、初一级部
和班主任热情服务保障训练
安全顺利完成。

会后，各连队迅速组织训
练。训练时，军官们严格要求，
悉心指导学生军姿和基本军事
动作，还不时亲自示范。休息
中，军官们热情主动地走进学
生中鼓励学生。 （程玉金）

磨磨砺砺青青春春 勤勤业业立立品品
——— 记高青五中2019级初一新生军训

近日，高青县实验小学政教
处对该校新入职的班主任，进行
了班级管理工作培训。向他们
传授如何做好班级管理事务的
知识，使他们明确班级管理要
求，尽快适应班主任管理工作，
为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班主任而
迈好第一步。 (马立立)

张店区齐德学校：

开展信息化主题校本培训

为深化教师对教育信息化
的认识，推动信息技术与课堂教
学深度融合，近日，齐德学校举
行了新学期第一次信息化校本
培训。对新时代信息化教育的发
展前景以及人工智能时代教育
与学习的新模式、信息时代的教
育变革、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
深度融合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
述。刘洪斌校长提出：在教学中
要关注学生思维的发展，课堂的
价值在于学生获取了什么知识，
发展了哪些能力，教师要不断提
升自己的教学理念。 (房文宇)

高青三中：

举办新学年教学工作部署会

近日，高青三中召开全
体教职工大会，对新学年学
校教学工作进行部署。宋校
长 对 新 学 年 各 项 工 作 重 点
强调：不断凝聚学校发展正
能量；把教学目标放在突出
的战略位置；加强学校精细
化 管 理 ；加 强 美 丽 校 园 建
设 ；继 续 推 进 智 慧 校 园 建
设；加大过程性常规管理力
度；举全校之力做好学校安
全工作；抓好党建工作；以
良 好 的 工 作 作 风 全 面 做 好
新学期工作。 (樊武田)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专业引领，抓实校本培训

桓台县学校安全工作会

在田庄小学召开

近日，桓台县学校安全工
作现场会在田庄小学召开，桓
台县教育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董经民参加会议，桓台县
教育和体育局安办主任田海
主持会议，各县属学校分管副
校长、各镇中心学校分管副校
长、街道办安办主任参加了本
次会议。 (刘永收)

高青二中：

召开新学期工作部署大会

近日，高青县第二中学召开
新学期工作部署大会。校长司观
俊充分肯定上学年成绩，同时提
出期望：要反思问题，正视不足，
找出差距，协同进取。本着善治、
善教、善学、善育的“至善”精神，
以抓教学质量为中心，以优质均
衡创建、文明校园建设为重点，大
力做好党建服务品牌、“小善大
美”德育品牌、“至善”文化品牌和

“点圆式”校本教研管理四大品牌
的提升工作。 (杨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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