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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巩新华

6月15日上午，起凤镇教育基
金捐赠仪式在起凤镇政府隆重举
行。起凤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岳磊
主持会议，县委教育工委常务副
书记、县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
魏峰致辞，镇党委书记丁军参加
会议并讲话。

仪式上，山东烨荣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孝京向起

凤教育捐赠22万元教育资金。镇
党委书记丁军向田孝京授匾并高
度评价田孝京同志的爱心善举，
肯定了起凤教育系统近年来所做
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殷切希望
全镇教师无私奉献、拼搏努力，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教书育人
中去。

魏峰在致辞中指出，起凤素
有尊师重教和捐资助学的优良传
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以
德立学、以德施教，夯实教育高质

量发展基础，大力营造尊师重教
浓厚氛围，全力创建全国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同时，他勉励
广大教师要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更加热爱工作岗位，扎扎实实做
好本职工作，用更好的教育教学
成果回报优秀企业家和社会各界
的支持厚爱。

据 了 解 ，田 孝 京 董 事 长
2018年底投入14余万元用于夏
庄幼儿园食堂建设，解决了孩
子们中午就餐问题；2019年7月

捐助10万元用于奖励全镇优秀
教师、学生；今年又投入22万元
用于该镇教育可持续发展，充
分体现了他心系教育、情系孩
子的高尚情怀，在全社会树立
了尊师重教的榜样。

富而思教，捐资助学；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田孝京捐资助
学的行为，使全镇尊师重教的
氛围日渐浓厚，为实现全镇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心存大爱，情系教育
——— 桓台县起凤镇举行教育基金捐赠仪式

张店四中：

举行援鄂英雄事迹报告会

近日，张店四中邀请援鄂英雄
张店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副护士长姜
童到校进行援鄂事迹报告。让学子
们近距离领略了抗疫中逆行英雄的
风采，真切了解到抗疫一线的真实
情况，更对自身作为新时代青年所
肩负的使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
他们接下来的生活学习都会起到重
要的引领作用。相信大家能够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 (崔金华)

高青县实验小学：

召开重点工作安排部署会

近日，高青县实验小学在德
雅楼多功能报告厅召开重点工作
安排部署会，会上，副校长张兴禹
对本学期前期教学工作进行了总
结并对下阶段教育教学工作做了
详细安排与周密部署；副校长荆
延兵对学校前期抗疫工作进行总
结并对学校安全工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张璇 李宁)

近日，高青县田镇学区的安全干
部参加了县里举办消防知识培训会，
讲解了引起火灾事故的可能原因及
灭火器、消防栓等常用消防器材、设
施的使用方法，拨打火灾报警电话的
注意事项，并现场培训了火警应急处
置机制的有关内容。 (孙国平)

高青县田镇学区：

参加县级消防知识培训

近日，张店区铝城第一中学
在学校门前一条街举行“安全生
产月宣传咨询日”主题宣教活动。
向师生及家长展示各领域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应急避险常识、事故
典型案例等知识。提高师生及家
长的安全意识。 (王立水)

张店区铝城第一中学：

开展主题宣教活动

近日，淄川区实验幼儿园开
展了“宝贝爱美食”活动， 制定
科学合理的幼儿食谱，为幼儿烹
饪制作花样多、品种全，既好看又
好吃的食物，并搭配高营养易消
化的乳制品，增强幼儿的食欲。丰
富了幼儿膳食。 (王建华)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宝贝爱美食”活动

17日，高青三中开展了全体师
生地震应急避险及疏散演练活动。
待教师发出疏散指令后，学生便用
书包或书本遮头，有序排成两路纵
队由走廊经楼梯往广场转移。演练
结束，学校各级部及时总结了演练
中的长处和存在的问题。 (樊武田)

高青三中：

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近日，傅家镇中心小学开展“笔
墨书香——— 乐读乐写大赛”活动。陶
冶了学生性情，进一步提高了学生
的书写技能，增强了学生对书法艺
术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学生形成细
心、耐心、严谨的书写习惯，共同促
进书香校园建设。 (徐钰昕)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开展乐读乐写大赛活动

近日，张店二中初三年级召开
了中考前家长恳谈会暨家庭教育
经验交流会。详细讲解了初三小中
考争取形成教育合力的诸多好的
方法与建议，并就如何正确引导学
生培养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与家
长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张继丹)

张店二中：

举行初三级部家长会

近日，黑旺中心学校开展了以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防溺水安全
教育专题活动，让学生了解更多的
防溺水知识和技能，提醒每位家长
和老师务必要提高认识，以安全就
是生命为准则，杜绝麻痹侥幸心理
和消极松懈思想。 (赵鹏)

淄川区黑旺中心学校：

开展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

近日,张店区潘南小学举行
“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通过让
队员们了解防溺水的有关知识，
认识溺水的危害，进一步提高学
生防溺水的自觉性以及识别险
情、紧急避险、遇险逃生、自护自
救的能力。 (魏宁)

张店区潘南小学：

举行防溺水安全教育

近日,沂源县新城路幼儿园
园积极开展了“预防溺水安全主
题教育活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
安全工作让幼儿了解易发生溺水
事故的危险地带，分析如何避免
溺水，提高了教师、幼儿安全防范
意识。 (杜春燕 陈红雪)

沂源县新城路幼儿园：

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晨听午谈暮诵活动 为激发
幼儿的求知欲和积极性，帮助孩
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近日，沂源
县荆山路幼儿园开展了“晨听午
谈暮诵”活动。 (侯宇宁)

宁心静气抓教学 近日，沂源
县新城路小学召开全体教师会议，
强调抓实课堂教学，抓实名师带动，
以务实的教研提升教学效率，提高
课堂质量。 (周从容 戴元香)

垃圾分类活动 为推动学校垃圾分
类工作，号召全校师生，树立“绿色低碳，
健康生活”的理念。近日，沂源县南麻街
道北刘庄小学开展了了垃圾分类“新时
尚”的第一期学习活动。 (孙庆梅)

线上同教研 近日，沂源
县南麻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开
展线上同教研活动，目的，为学
生打造适合的舞台，提高学生
学习兴趣。 (苏圣婷)

安全生产月活动 为弘扬安
全文化，增强全民安全意识，促进
幼儿园安全水平全面提升，近日，
沂源县振兴路幼儿园开展“安全
生产月”系列活动。 (王玲)

共守初心教育 为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引导学生学会付出，懂
得感恩，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小学
组织开展“‘疫’路有你、共守初
心”主题教育活动。 (王晗)

助力脱贫攻坚 近日，沂源县
新城路小学举行“捐建爱心小路，助
力脱贫攻坚”捐款仪式，学校领导班
子成员率先垂范，带头捐款，全体教
职工积极踊跃捐款。 (张平)

复习教研活动 临近期末，为
更有效地提高教学成绩，近日，沂源
县振兴路小学教导处分别组织开展
了针对语文、数学“如何进行期末复
习工作”的教研活动。 (耿伟)

开展专题辅导 为全面了解疫
情结束后学生的心理状况，近日，沂
源县东高庄小学组织全体任课教师
与学生进行一次“一生一策，专题辅
导”的全面交流。 (王晓莉)

卫生大扫除活动 为提高师生
的环境意识，使全体师生养成良好
卫生习惯，近日，沂源县荆山路小学
组织教师对校园以及教室进行卫生
大扫除。 (孙静 王新刚)

高青一中：

体育高考再传喜讯

近日，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
的2020山东省体育高考中，高青
一中再创佳绩。郑申奥等5名高三
同学取得满分成绩，34名同学取
得90分以上的专业成绩。高三复
学以来，在严格保障安全的前提
下，一中组织体育特长生有序复
训，开展体能恢复和技能强化。据
悉，今年参加专业考试的考生人
数比去年增加500多人，无论是增
幅还是人数都创新高。 (周进)

高青县教研室

到高青五中进行教学视导

17日，高青县教体局一行7人
到高青五中视导初四年级及初三
结业学科教学工作。各学科教研
员结合课堂教学、常规落实及今
年中考动向与学科组老师们进行
了交流指导，提出教学建议，对备
考冲刺阶段精准发力提出了具体
要求。代晓冰主任和毕业年级级
部主任、备课组长、班主任、教师
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了解一线
教学情况。 (程春涛)

张店区第九中学：

开展线上法治教育活动

近日，张店区检察院初中版
“空中课堂”法治教育片线上教育
活动在张店区第九中学开展。法
治教育片通过大量生动的微视
频、动画、电影展示具体案例，向
同学们介绍了什么是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的表现形式以及如何预
防校园暴力事件等知识。教导同
学们遇到侵害时该如何应对并怎
样进行自我保护，受到了同学们
的热烈欢迎。 (商明珠)

张店区齐德学校：

开展全科阅读推进月活动

近日，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选
取了适宜激发学生阅读兴趣的书
目，并充分利用线上课堂，从课
前、课中和课后三个时段扎实开
展阅读指导。课堂上，依据学生认
知规律，将读书、创编和讲故事相
结合，以阅读指导课、阅读推介
课、绘本创作课和交流展示课来
引导学生学会阅读绘本，学生阅
读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王灵凤)

教学视导 近日，沂源县鲁村
镇中心小学迎来县教研室针对复课
后教学工作的专项视导活动。本次
视导分为三个阶段：座谈汇报、课堂
研讨、指导点评。(董昌水 王绍涛)

共守初心主题教育 为全面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近日，沂源县振兴
路小学开展面向学校班主任、任课教
师及各班全体学生的“‘疫’路有你、
共守初心”主题班会系列活动。(耿伟)

乐享“悦读” 为激励同学们
的读书热情。连日来，沂源县东里
镇龙王峪小学开展了师生同读一
本书、“晨读”、“暮读”、班级图书
漂流活动。 (陈德启)

欢迎好队员活动 日前，沂源
县南麻街道中心小学举行了迎接少
代会欢迎好队员的活动。让孩子们
深深懂得少代会的义务和职责，以
及他的伟大意义。 (刘艳平)

情洒“爱心小路” 近日，沂
源二中开展“捐建爱心小路，助力
脱贫攻坚”捐款活动。捐款现场气
氛热烈,259名干部职工踊跃捐款
共计15750元。 (刘念华)

高城学区中心小学坚持“五
育并举、以体为根”思路，充分发
挥体育在抗击疫情中的重要作
用，科学全面推进疫情防控和学
校体育工作，坚决确保师生生命
健康,并制定方案，积极稳妥推进
学校体育工作。 (邵明国)

高青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

做好疫情防控下体育教学

高青县木李学区中心幼儿园：

开展爱眼护眼知识讲座

近日，木李镇卫生院的医务
人员到高青县木李学区中心幼儿
园开展眼健康科普知识讲座。卫
生院的医护人员向孩子们介绍了
造成近视眼的原因、近视眼的危
害、预防等知识，并对孩子们进行
了视力检测。 (马亚男 于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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