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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9月9日讯 (记者
褚思雨 通讯员 王昌军)
学校教育的成功，离不开家

庭教育的支持，为了使学校教
育与家庭教育形成教育合力，9
月2日下午，邹城市兖矿第二小
学举行秋季开学新生家长见面
会，共同开启了一场专属家长
的“开学第一课”。

“孩子们就像是正在生长
的草莓，有大的有小的，有青
的也有红的，成长都是有阶段
性的……”活动刚开始，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中小学法治教
育任课教师专题培训项目特
聘专家、邹城市教育局秘书科
科长房祥伟，在大屏幕上指着
一张草莓的照片说，一年级阶
段，孩子们也少不了家长和老
师的陪伴，就如同正在成长的
草莓离不开阳光和水一样。作
为家长和老师，应该牵着孩子

的手，陪他们去经历、去成长。
见面会后，学生家长刘静感触
颇深，“‘开学第一课’对家长
来说很有必要，现在更加清楚
应该从哪些方面帮助孩子尽
快适应小学生活。”

近年来，邹城市教育和体
育局以学校教育为主线，以中
小学生(幼儿)为主体，联合市
关工委、团市委、妇联等部门，
整合教育资源，建立家教网络，
普及家教知识，推进了家庭教
育规范化、长效化。“我们组建
了家教师资库，并选聘了85名
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
积极性高的教师担任讲解员，
定期组织培训，提升了家教师
资的专业化水平。”房祥伟介
绍，为了突出家教工作的实用
性，全市利用“互联网+”技术，
设立了“家庭教育网络空中大
课堂”的平台，为广大家长构建

24小时不间断学习的现代家教
知识平台，实现家教资源在互
联网中的可持续传送。结合全
市教育信息化、智慧校园、智慧
教育建设，面向学校推广使用
的“乐教乐学人人通平台”，传
播先进教育理念，组织师生、家
长共同探讨家教难题，积极寻
找解决对策。

截至目前，邹城市共有
1856个班级、7960名教师、11
万余名家长注册使用，在全国
区县级“人人通”平台应用评
比排行榜中，连续3年位居第
一名。另外，组织各中小学大
力建设学校网站、博客和家长
QQ群、微信群、“民意通”等网
络平台，使传统意义上的单点
家校沟通，变成了多点交织的
家教网状结构，信息量丰富，
沟通速度快，深受广大师生、
家长好评。

邹城市教体局为家长打造“家长课堂”，学生家长们深受触动

家家教教合合育育，，共共同同上上好好““开开学学第第一一课课””

6日，济宁十四中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暨2019级初一年级新生军训展演活
动，举行了军训展演，展示了12米长的手绘《论语》，还进行了优秀师生表彰。
活动最后，全体教师、学生和家长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献礼。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见习记者 房体朔 通讯员 郭瑜 摄

本报济宁9月9日讯 (通讯
员 马芳 赵安宁 ) 9月 2
日，兖州区东方教育集团各校
区门前人头攒动，2019级初
一新生入学报到工作正式拉
开帷幕。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办
学行为，解决好社会关注的学
生择班、择师问题，让学生享
受相同的教育资源和良好的
学习环境，今年东方教育集团
实施“初一新生阳光分班”方
案。

选所好学校，不如选个好
老师。新学习期开始了，在刚刚
入校的新生家长除了关心孩子
进入的班级是否理想，家长们
更关心班级的师资配置。每年
开学季，总会有不少家长为了
孩子的分班问题想尽办法。这
条“择班”“择师”之路在新学期
或将被改变，近年来兖州区东
方教育集团率先在起始年级全
面推行教育“阳光分班”，通过
均衡师资、均衡生源等改革，让
教育的起点更公平。

“首先，学校将所有初一学
生按男女生比例提前将学生分
成班级代号为A、B、C等字母的
平行班级，并提前公布学生名
单。学校根据师资状况，均衡搭
配师资，将班主任及任课教师
均衡分配到代号为1、2、3等数
字的班级里，班级的班主任及
任课教师一览表已提前公示，
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师资搭配
与学生班级的对应关系。”谈到
阳光分班的流程进展情况，兖
州东方中学教育集团东校区常
务执行校长鲍志东向记者介绍
说，班主任首先通过随机抽签
的方式确定抽签序号，然后再
按抽签序号顺序现场随机抽取
学生班级代号，班主任抽签完
毕立即到学生队列前站立，最
后由家长公证人当场公布抽签
结果。整个抽签过程公开、透
明，全程接受家长、教师及学生
的监督。

当日上午9时许，“初一新
生阳光分班”活动圆满结束，各

班班主任带领学生有序退场，
来到各自教室举行第一堂班
会，对初一新生进行行为规范、
如何适应初中生活等方面的引
导教育，鼓励大家珍惜来之不
易的大好环境和优越平台，踏
上新的征程，追逐新的梦想。有
不少家长表示，过去是纠结于
择班与择师，自从有了“阳光分
班”，很大程度上让他们打消了
原来的顾虑。

据了解，“阳光分班”在实
现教育公平的同时，也直接推
动了办学转型和资源配置的均
衡优化。以前的“择名师”、“挤
好班”，导致优势班级人数严重
超标，教师教学负担过重，班级
难以管理。而“阳光分班”则根
据各校区开设班级数，确定班
主任和各学科任课教师，根据
专业能力、教学经验等实行强
弱搭配、性格互补，确保各班师
资力量大体相当。以前的所谓
的“强强班”、“弱弱班”，将不再
出现。

新目标

新征程

兖州东方中学教育集团实施“初一新生阳光分班”方案

新新生生““阳阳光光分分班班””，，共共享享教教育育公公平平

葛校园快讯

济宁十五中东校区———
班级管理课程化
育人教育常态化

本报济宁 9月 9日讯
(通讯员 杨恒奇 仲六
军 ) 济宁十五中在班级
教学管理中不断强化“课
程”意识，新学期伊始，
东校区初一年级坚持“育
人为本、课程中心”的理
念，通过“三大工程”的
开展给学生上好开学第
一课。

9月2日，初一年级全
体班主任及青年教师举
行《班训班规课程》培训
活动，各位班主任带领学

生学习十五中《初一入学
培训教育指南》，制定班
训、学习班规；9月3日，开
展“三大工程”的第二项

《国防教育课程》，对初一
新生进行为期一周的入
学军训活动；9月5日开展
了《文明礼仪课程》，从仪
表仪容、言谈举止、课堂
规范等方面对初一新生
进行了全面教育。活动现
场还举行了红领巾佩戴
及坐姿走相比赛，全体学
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济宁市北湖中学

创新党建获殊荣

本报济宁9月9日讯(通
讯员 姜海龙) 在8月31
日发布的《中共济宁市委
组织部 中共济宁市教育
局党组文件关于命名第二
批济宁市中小学党建工作
示范校的通报》中，济宁市
北湖中学名列其中。

济宁市北湖中学党支
部在区社发局党委的正确
领导下，紧紧围绕“抓好党
建促教学，围绕教学抓党
建”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
学校党组织政治核心作
用，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今

年来，学校党支部聚焦创
新工作机制注入党建新动
能，聚焦“党建+”模式点燃
学校党建新引擎，聚焦思
路方法推进党建、业务“双
轮驱动”，聚焦立德树人使
命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
量。

同时，北湖中学尝试
创新工作方法，开创党员
政治生日活动新形式，唤
醒入党初心；开展党员教
师大家访，构筑家校同心
圆……用真抓实干的工作
作风和不断攀升的教学质
量为党旗增辉添彩。

济宁七中

“国防教育课程”开课

本报济宁9月9日讯(通
讯员 解欢) 9月3日上午
8点，济宁七中初一新生换
上清一色的迷彩服，列队
整齐站在学校操场上，为
期三天的国防教育活动开
幕。

开幕式上，校领导向
初一全体师生发表了充满
激情的讲话，对新生们提
出了希望与要求，要求他

们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在本次国防教育中
磨练意志，锻炼体魄，坚定
信念，展现风貌。随后，总
教官进行了发言并宣读了
训练纪律，并和七名教官
一起进行了齐步走、四周
转体、喊口号等常规训练
展示。随着军训开始的指
令，初一新生国防教育课
拉开帷幕。

小心愿，大善举

永丰街小学义卖献爱心

本报济宁9月9日讯(通
讯员 刘丽) 9月7上午，
济宁市永丰街中心小学三
年级的小学生，在沃尔玛
广场上举行了“为爱而来”
爱心义卖活动。

当日上午9时，热闹的
义卖活动开始。同学们不
仅把自己闲置的书籍和玩
具拿来义卖，还制作了精
美的海报。随着商品不断
的减少，同学们脸上都乐
开了花。义卖结束后，同学

们在家长的陪同下将自己
所得的爱心款全部捐献给
听障儿童。

据悉，本次义捐活动
由济阳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发起，为助力听障儿童而
举行的爱心捐赠活动。同
学们通过爱心义卖活动，
表达了一份心意，体验了
助人为乐的自豪感，还培
养了关爱他人的意识，给
听障儿童送去一份真心实
意的温暖和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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