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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马桥镇陈庄医院走进陈
庄小学为全校学生开展健康体检
活动。医务人员对每个学生进行了
认真细致的检查。同时，还向一些
学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保健意见，
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整
个体检过程井然有序。 (何晓明)

桓台县陈庄小学：

开展学生健康体检活动

为提升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和集体凝聚力，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根据上级教育部
门要求安排，日前，张店四中组
织初二年级学生走进张店区中
小学生素质拓展基地，进行为期
一周的素质拓展训练。(崔金华)

张店四中：

进行素质拓展训练

高青县中心路小学：

打造高效英语课堂

近日，高青县小学英语高效
课堂研讨活动在县中心路小学
顺利举行，全县70余名小学英语
教师参加本次活动。活动中老师
们展示的授课都是通过以问导
学的方式，尽可能的打开学生们
的思路。 (韩元素)

迎着秋日的阳光，伴着桂
花的浓香，日前，马桥实验学
校成功举办了2019年秋季田
径运动会。运动会现场精彩纷
呈，场上选手斗志昂扬，竞争
激烈，场边观众大声呐喊助
威，场面火爆。 (牟 )

数字化教学说课比赛 为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推进教师教育
教学观念转变，近日，沂源县振兴
路小学在多功能室举行了“数字
化”教师说课比赛活动。 (黄晓艳)

推进教科研管理 为进一步
规范教师的教科研行为，日前，沂
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制定了“教
科研六认真”规定，帮助教师切实
增强教科研意识。 (任晓寒)

球操比赛活动 为丰富校园文
体生活，提高学校球操质量，进一步
推进学校阳光体育的蓬勃发展。近
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举行了
校园球操比赛。 (崔丽萍 董纪圣)

防踩踏安全演练 为增强
学生的安全意识，养成良好的集
合秩序，预防踩踏事故，近日，沂
源县河湖中学集中组织了一次
防踩踏安全演练。 (王克斌)

家庭教育活动 为有效实现
家园共育，共同助力孩子的健康成
长，近日，沂源县燕崖镇中心幼儿
园开展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
庭教育主题周活动。 (张霞)

亲子读书活动 近日，沂
源县荆山路幼儿园开展"书香
飘万家"亲子读书活动，营造浓
厚的书香校园氛围，激发幼儿
的读书兴趣。 (夏巧凤)

幼儿健康教育 本学期，沂源
县张家坡中心幼儿园多渠道开展
幼儿的健康教育。加强幼儿体能活
动、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培养良好的
生活习惯。 (任晓寒 李清娥)

做父母小帮手 近日，沂源
县悦庄镇东赵庄完小开展了“做
父母小帮手”活动，以此发动全校
学生从小事做起，减轻父母负担，
学会感恩。 (董宁宁)

普及雾霾知识 为向学生
普及雾霾知识，增强学生的防霾
意识，近日，沂源县振兴路小学
举办“普及雾霾知识防霾进校
园”主题活动。(公伟伟 黄晓艳)

桓台县马桥实验学校：

举行秋季田径运动会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学校
教育，不断创新新时代学校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形式
与方法，教育部在全国开展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的建
设，经过严格评选，淄博信息工
程学校获批“中华古诗文吟诵和
创作”实验项目。

淄博信息工程学校将与首
都师范大学进行合作，充分发
挥双方的资源优势，在中职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规划、
师资培训、课题研究、教学实验
等方面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
打造实验校和示范校，对中职
全国传统文化教育改革起到示
范和引领作用。

(刘恩广)

淄博信息工程学校：

“中华古诗文吟诵和创作”

实验项目获批

本报讯 近日，南定小学
举行了第五届班班达标运动会
颁奖典礼。

本次达标运动会是对全体
学生身体素质的一次大检阅，
全校1500余名学生人人参与，
先后进行了跳绳、坐位体前屈、
50米跑、仰卧起坐等各项比赛，
比赛过程中，同学们积极参与，
裁判员老师认真负责，体现了
良好的精神风貌，体现了同学
们每天两小时体育锻炼的良好
效果。

通过表彰进一步激发了全
体师生的团结、友爱、拼搏、奋
进精神，全体师生必将以获奖
班级为榜样，在工作和学习中
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争取取得
更加优异的成绩。 (邢艳春)

张店南定小学：

举行达标运动会

颁奖典礼

张店五中：

党总支组织

观看“灯塔大课堂”

本报讯 根据教体局《关
于组织收看“灯塔大课堂”第四
课的通知》要求，结合 “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张
店五中党总支于10月24日上午
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开展张店
五中10月份“学先进、寻初心、强
使命”集中学习活动，集中观看

“灯塔大课堂”第四课——— 致敬
“最美奋斗者”。

全体党员集体观看了“灯
塔大课堂”第四课---致敬“最
美奋斗者”。一段段精彩鲜活、
打动人心的故事，深刻诠释着
爱国奋斗奉献的伟大精神，折
射出新中国筚路蓝缕、艰苦卓
绝的奋斗历程，教育激励着学
校广大党员同志向“最美奋斗
者”学习。 (徐瑶)

本报讯 为激励广大党员
紧紧围绕“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服务意识，认真落实基层
党支部开展主题教育“六个一”
工作要求。

近日，张店区南定小学党
支部所有党员积极加入志愿爱
心活动，为身边师生办实事、办
好事，全员主动与33个班级58
名需帮扶学生结对，共同以“不
让一个学生掉队，不放弃任何
一个学生”为己任，规范结对学
生言行，激发他们学习积极性
和主动性，建立起帮扶沟通的
桥梁，并有效助力班主任思想
教育细致化、具体化实施目标
的落实。

(盛立娟)

本报讯 近日，凯瑞小学两
校区举行了2019年阳光体育节
暨“武术操”“篮球操”比赛。

比赛项目包括一年级和五
年级的武术操及二、三、四年级
的篮球操，两校区全体同学参加
了此次比赛。赛前，全体师生高
度重视，各辅导员与体育教师密
切配合，对队列队形、动作规范
等方面开展了训练。比赛过程
中，各班级同学身着整齐的服
装、喊着嘹亮的口号入场，武术
操一招一式，彰显武术精髓，篮
球操动作娴熟规范，展示篮球技
巧。整齐划一的队列、规范到位
的动作，展示了凯瑞学子阳光健
康的良好精神面貌，同学们的精
彩展示博得了评委和大家的阵
阵掌声。 (赵娜)

张店凯瑞小学：

举行2019年阳光体育节

两校区全体师生参加

张店区南定小学：

所有党员开展

结对帮扶活动

本报10月29日讯 (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孙慧瑶)
近日，淄博市第四批“第一村
医”工作总结暨第五批“第一村
医”派驻启动会在淄博市妇幼
保健院(新院区)学术报告厅召
开。记者从会上获悉，第五批

“第一村医”将有101名优秀医
生被派驻到101个村卫生室助
力基层卫生健康发展。

记者梳理获悉，2017年11
月，淄博市卫生计生委从淄博
市二级以上医疗卫生单位中选
派优秀年轻医生到医疗服务能

力和医疗基础设施建设较弱的
村开展帮扶工作。“第一村医”
每半年为一个帮扶周期，驻村
后主要承担参与农村卫生、扶
持、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
工作。淄博市计划利用三年时
间实施“第一村医”扶贫计划，
每批半年，共3年6批，600名“第
一村医”直接帮扶600个薄弱
村，同时实行“一托三”模式，覆
盖1800个村。全市一半以上的
村卫生室在三年内将得到一次
全面提升。据淄博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宋晓东

介绍，截至目前，五批“第一村
医”已累计派出514人，派驻(覆
盖)村超过1500个，其中363个贫
困村，59个薄弱村。

“‘第一村医’无私奉献，各
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今年是

‘第一村医’工作不断深化的一
年，工作内容、机制、形式有了
质的提升，前四批村医工作得
到了全社会的认可。‘第一村
医’是一个光荣的奉献的集体，
人人争做‘第一村医’、为广大
群众健康服务是广大医务人员
的责任和使命。”宋晓东说。

110011名名医医生生进进乡乡村村变变““第第一一村村医医””
截至目前，淄博已累计派出514人，派驻(覆盖)村超过1500个

本报10月29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何晓敏) 桓台
一男子酒后滋事，到超市故意
损坏财物，还随地小便，最终
被关进了拘留所。

近日，桓台县公安局唐山
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人在超
市闹事。民警赶到现场经了解
得知，当日上午，张某在酒桌

上与朋友发生了争吵。附近一
家超市店员劝阻后，几个人离
开了超市。没一会，张某又回
到超市，将货架上的物品碰倒
在地，还一边打电话一边在货
架旁撒尿，造成了极坏的影
响。

目前，张某因寻衅滋事被
桓台警方行政拘留。

男男子子酒酒后后滋滋事事
打打砸砸超超市市被被行行拘拘

普通话学习活动 为提高
教师的普通话水平，日前，沂源
县振兴路幼儿园开展了普通话
学习活动。强化教师自觉运用普
通话的意识。(张太丽 宋志霞)

搞好冬季安全 为进一步加
强学校安全教育和管理，预防冬季
安全事故，近日，沂源县鲁阳小学
通过四个方面积极开展校园安全
教育管理活动。(孙崇丽 崔大为)

家庭教育报告会 为提升家
庭教育的水平和能力，真正做到家
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日
前，沂源县石桥中学召开了家庭教
育工作专题报告会。 (杜春坤)

阳光大课间展演 为进一
步巩固全县各中小学阳光大课
间活动效果，提升活动质量，近
日，沂源县振兴路小学开展大
课间展演活动。 (黄晓艳)

家长进校园活动 近日，沂源
县鲁山路小学举行了学生家长进校
园的活动。让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
堂，了解学校的文化与办学特色，了
解课堂教学和课改动向。 (王晗)

张店区齐德学校党支部：

落实“双报到”工作

为深化教育系统走基层，发
挥在职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
用，近日，齐德学校党支部召开
支部委员会议，认真部署落实

“双报到”工作。学习文件精神，
部署相关工作；贯彻落实“双报
到”党员教师进社区。 (王灵凤)

致敬“最可爱的人” 在抗美援
朝纪念日之际,沂源县新城路小学
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少先队员
代表作了“致敬最可爱的人”为题的
国旗下演讲。 (周从容 戴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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