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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为形成家校一体教育，促进家
校合作，近日，潘南小学举行了“家
长进课堂”教育活动，让不同职业、
不同阅历的家长充分发挥自身的职
业优势和兴趣特长，走进校园，走进
课堂，走近学生。丰富了学生的课外
知识。 （张冰 于倩倩）

张店区潘南小学：

开展家长老师进课堂活动

宪法教育 为强化少年儿童的
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近日，沂源县
司法局历山司法所与荆山路小学共
同开展了“宪法进课堂，晨读宪法”
活动。 (唐刚 王新刚 周世涛)

共建美丽乡村 近日，沂源县
燕崖中学根据镇政府提出的双管
部门包村，联村共建，相互提高，共
同进步部署要求，走进计宝峪村为
共建美丽乡村献计献策。（王清伟）

为体现党和政府对家庭经济困
难儿童的关怀，使资助工作惠及到
真正贫困家庭的子女，田镇学区中
心幼儿园本学期初便开始着手贫困
幼儿资助工作。共资助贫困儿童32
人，现资助资金已全部到位，真正给
贫困家庭子女送去了温暖。 (高玮)

高青县田镇学区中心幼儿园：

开展贫困幼儿资助工作

安全用药知识培训 为普及
用药安全知识，近日，沂源县历山
街道办事处和源社区联合沂源县
人民医院走进鲁山路小学，开展
安全用药知识培训活动。 (王晗)

为幼儿健康体检 日前，沂
源县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联合县
妇幼保健院、镇卫生院对幼儿进
行了一年一度的健康查体，确保
幼儿健康成长。(任晓寒 魏先爱)

为加强对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
增强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
近日，傅家实验小学开展了“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主题教育活动。观看一部禁
毒影视剧、写一篇禁毒征文、开展一次
禁毒知识竞赛、参观一次禁毒基地展
览、开展一次禁毒班队会。力争实现毒
品预防教育全覆盖。(夏丹丹 李锦)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开展远离毒品教育活动

动感中队活动 沂源县中庄镇
中心小学少先队结合动感中队的红
领巾“五小”活动内容，设计了主题
鲜明、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少先队
集体活动。 (孙宵晓 张芳)

家庭教育报告会 近日，沂
源县悦庄镇中心小学举办家庭教
育报告会。专家为家长们分析家
庭教育中的问题和成因，传授了
亲子沟通技巧。(徐凤生 陈志先)

近日，淄川区实验幼儿园进
行了精彩的环境创设评比活动。
旨在，充分调动教师、孩子和家长
共同参与的积极性，共同创设孩
子喜爱的并与之产生互动的环
境，达到每一面墙壁会说话、每一
个角落都育人。 (马永群)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环境创设评比活动

创建书香校园 近年来,沂
源四中一直把书香校园的创建作
为学校的重点工作来做,并探索
出一条“打造核心团队,引领阅读
成长的道路”。（刘士春 翟乃文）

广播操比赛活动 为培养学
生的竞争协作意识，增强班级凝聚
力，创建文明和谐新校园。近日，沂
源县大张庄镇中心小学举行队列
队形广播操比赛活动。（唐家帅）

第六个“国家宪法日”和第二个
宪法宣传周之际，为进一步深入宣
传宪法法律知识，铝城一中开展一
系列“国家宪法日”宣传教育活动。举
行隆重的“国家宪法日”宣传主题升
旗仪式，召开“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
宪法权威”宪法日主题班会。(丁影影)

张店区铝城一中：

开展国家宪法日教育活动

推进工作 沂源县悦庄镇中心
小学以德育实效性和学生习惯培养
为切入点，建立团队重点攻关，积极
寻求专家智力支持。推进三年规划
工作实施。 (徐凤生 陈志先)

问候你我活动 为培养幼儿讲
文明懂礼貌以及热爱和平的美好情
感，在世界问候日之际，沂源县第二
实验幼儿园开展了“问候你我，温暖
你我”的系列活动。 (杨子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伟
通讯员 江秀德

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让一个工作仅三年多的
青年教师翁艳菲，逐步成长为学校的新生力量。
所任教的语文学科在多次考试中，屡居全县前三
名；作为班主任，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

立教师志向，教育初心

在和翁艳菲交流中为何愿做老师，她告诉我
两个字“崇拜”。崇拜老师在一尺讲台上的辛勤耕
耘，崇拜老师在课堂上的知识喷薄，更崇拜老师
们看到学生成功时的欣慰。正是这样一个小小的

“崇拜”种子，种到了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心中，高考
选择志愿时她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师范院校。

2016年，大学一毕业，二十出头的她，走进离
县城最远的乡镇中学——— 沂源县第三中学。从那

一刻起，她就把全身心投入到这一光辉、伟大的
事业中，始终坚持着用心抚触孩子们的心灵，用
耳朵聆听孩子们的呼声，用眼睛迎接孩子们的笑
脸，用嘴巴和孩子们沟通。

“较真儿”的班主任，这是翁艳菲对自己
的定位。选择教师，源自心底里的那份坚定。
刚入职的第一个月，她亲身体验了当“保姆”
的不容易。但静下心来回想每天面对的那一
双双澄澈无比、好奇天真的眼睛，遇见的那一
颗颗善良无邪、可爱天真的童心，不知不觉她
竟然享受着那一天天的共处时光。正是因为
内心的身份认同和“较真儿”的干劲儿，翁艳
菲爱上了自己身上的标签“班主任”。

说起翁艳菲老师所带的班级仿佛初恋般弥
足珍贵、铭记在心，凡事亲力亲为，负责到底。孩子
们刚升入初一，家长对孩子“能不能适应中学生
活，吃饭怎样、与同学相处怎样、上课听讲情况如
何”等等各种担心和记挂，孩子一点点的“进步”和

“待提高”，她都会及时反馈到家长那里，并且一起
想办法。所以，原来对孩子粗放管理的一位男家
长说她“很有爱、很较真”，当然这是肯定和褒奖。

用爱心教育，走心教学

翁艳菲的学生总是和她的心贴的很近。她们
就是亲密的伙伴，学生们喊她“艳姐”，她也同样拥
有一颗童心。下课一起跳绳，上课为了一个问题
争得面红耳赤。一起和孩子比赛脑筋急转弯。童
心，让孩子愿意和她交朋友，进而愿意学习。

翁艳菲不仅自己对孩子们有耐心，还常常鼓

励家长和她一起耐心教育学生。开家长会时，常
对家长说：“不着急，慢慢来，我们一起静待花开”。
还和家长一起约定：我们也许成不了诗人，但是
我们还有机会成为诗人的老师和父母；我们也许
成不了将军，但是我们还有机会成为将军的老师
和父母；我们也许成不了科学家，但是我们还有
机会成为科学家的老师和父母……我们只需要
在孩子心里种下一粒种子，然后耐心守候。

“翁老师的课真是上得走心，让我们欲罢不
能。”有学生形容他讲课的特点时情不自禁地说。

“课堂上，翁老师让一名男生扮演警官“奥楚
蔑洛夫”，另几个男生扮演巡警，一名瘦弱男
生扮演赫留金……”学生们说，“演着演着，我
们就随着“狗主人是谁”的变化，对课文中人
物的性格特点有了深刻了解。”这是翁艳菲讲
授《变色龙》一课后，学生们一直记忆犹新的
印象。

“先写想写的--再写该写的--最后写出
漂亮的。”翁艳菲在作文课上对学生们说：“想
写的”，就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全部写出
来；“该写的”，就是把要求写的话也能全部写
出来；“漂亮的”，就是写出来的既是该写的，
也正好是想写的，而且还能写得很漂亮。因为
学生喜欢翁艳菲老师的课，所以学习起语文
课来，特别用心。正因为学生学习用心，在每
次考试中，学生们的考试成绩屡居全县前三
名。短短三年多的时间，翁老师就取得优异的
成绩。

2016年，参加县教体系统“三字一话”基
本功大赛获得一等奖；2017年，参加县学习李
振华事迹争做“四有”好老师演讲比赛取得三
等奖，并同时被表彰为教育体育宣传工作先
进个人，镇“三八红旗手”，优秀女教工；2018
年，被团县委评为县优秀共青团员；近三年因
教学成绩突出连续被评为镇教学质量标兵。

走心教学 静待花开
——— 记淄博市沂源县第三中学教师翁艳菲的教育初心 近日，马桥实验学校利用周一

升旗时间，组织全校师生进行了每
周的流动红旗评比表彰活动。为促
进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卫生
习惯，规范学生课间操、路队秩
序，树立学校的良好形象，该校学
期初制定了“流动红旗”评比表彰
方案，并进行了实施，培养了学生
的集体荣誉感。 （牟 ）

桓台县马桥实验学校：

开展流动红旗评比活动

淄川区黑旺中心小学：

开展区域名优教师送课活动

为落实区域教研活动计划，促
进区域校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淄
川区北关小学区域名优教师送课活
动近日在黑旺中心小学举行。区域
内各单位分管领导及各学校相应学
科骨干教师参与了听评课研讨活
动。送课活动充分发挥了名优教师
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了教师的专
业成长，真正实现校级间教育资源
共享、共同发展的目的。 (周晋顺)

为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围绕
“培养有才学、有眼光、有视野、有底
蕴的齐德学子”这一目标，为学生创
造展示自身才艺的机会，近日，齐德
学校开展才艺展示活动。此次活动吸
引了许多学生参加，他们把自己的拿
手好戏——— 快板、相声、美文诵读、器
乐、舞蹈……都搬上了小舞台。旨在，
让这片“梦想小舞台”成就孩子们的

“人生大精彩”。 (王灵凤)

张店区齐德学校：

开展才艺展示活动
健康大讲堂走进
桓台县鱼龙中学

为使学生家长了解基本的公
共卫生知识，提高健康素养，了解
流感病毒的症状以及预防措施，
加强学生家长的卫生防控意识。
近日，健康大讲堂走进鱼龙中
学，由起凤卫生院公卫科张荣
副主任医师为200余位学生家
长解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健康素养66条、流感和诺
如病毒防治知识。 (宋雪敏)

为进一步净化校园环境，杜绝
校园欺凌行为，营造和谐的育人氛
围，培养学生良好品德与法律意识，
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近日，高
青三中开展“拒绝校园欺凌 共建
平安校园”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促使
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是非
观，引导学生学会更好地保护自我，
构建安全和谐校园。 (王克锋)

高青三中：

开展拒绝校园欺凌教育

为推动中小学艺术课程发展，
促进美术教师对学科课程标准、教
材的理解和把握，全面提高艺术课
程教学水平，近日，淄博市“义教段
美术同课异构教学研讨暨民族艺术
展示活动”在高青五中举行，本次活
动由高青县美术教研员徐洁主持，
淄博市教研员石淑菊、各区县教研
员及淄博市各中小学美术教师共
130余人参加。 (耿茜 王冬)

市义教段美术同课异构教学研讨

在高青县第五中学举行

近日，第四届全国“万步有约”
活动圆满结束，高青一中喜获多个
奖项。该校“勇往直前队”获得“全国
优秀健走单位奖”和“优秀团队”奖，
韩冬梅等多名老师获得“团队传播
信使奖”、“万步先锋奖”，获奖人数
和奖项居全县第一。通过比赛，该校
参赛教师充分了解到科学健走的重
要意义，并带动了家人、同事积极参
与到健身活动中。 （周进）

高青一中：

全国“万步有约”活动喜获佳绩

市教研室到校视导 近日，淄博
市教研室领导对沂源四中进行了教
学视导。主要从素质教育实施、课堂
教学改革、德育课堂实施、信息化生
态课堂等方面。（刘士春 翟乃文）

故事比赛获县奖 近日，在全
县组织的中小学“传承红色经典”故
事比赛活动中，沂源县新城路小学
排练的情景故事《“小萝卜头”学文
化》获得三等奖。(周从容 周玉娟)

开展安全综合治理 近日，
沂源县南麻中心小学对校园周边
进行了安全综合治理，严防安全
事故的发生，维护好校园周边的
安全。 (耿勤)

法制教育进课堂 近日，
沂源县公安局张家坡派出所
干警，到张家坡中心学校执讲
法制教育课，对学生进行普法
教育。 (任晓寒 )

骨干教师讲课比赛 为打造
精彩、高效课堂,近日，沂源县鲁
村镇中心小学举办了第一届骨干
教师讲课比赛活动。

(董昌水 王永红 周慧)

张店九中：

晨读学宪法，争做好少年

近日，张店九中组织全校师
生利用晨读时间集中了学习《宪
法》。集体学习《宪法》结束后，各
班还以此为契机，对学生进行了
专题教育，不仅引导学生学习《宪
法》，还教育学生崇尚《宪法》，捍
卫《宪法》，争做知法、懂法、守法
的新时代好少年。 (商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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