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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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江宁

在6月1 9日举行的“2 0 2 0
年山东教育政务新媒体联盟年
会”上，淄博职业学院获“山东
教育政务新媒体综合力十强单
位”荣誉称号。该院已连续两年
获此殊荣。

本次，山东省教育厅共对
10个山东教育政务新媒体综合
力十强单位、20个山东教育政
务新媒体先进单位、20个山东
教育政务新媒体组织工作先进
单位、5个山东教育政务新媒体
战“疫”先进单位、5个山东教
育政务新媒体进步单位，以及6
个单位报送的山东教育政务新

媒体优秀案例，予以通报表扬。
获得“山东教育政务新媒

体综合力十强单位”称号的分
别是日照市教育局、青岛市教
育局、济南市教育局、中国海洋
大学、山东大学、青岛大学、山
东科技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淄
博职业学院和威海职业学院。

近年来，淄博职业学院高度

重视并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作
用，组建了学院大学生传媒中心，
以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淄博职
业学院微校园”等为主阵地，大力
宣传学院建设发展经验和工作亮
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递
正能量，取得了显著成效。学院官
方微信公众号多次在山东高职高
专微信影响力排行榜中位列第

一，大学生传媒中心被评为2019
全国十佳职院校园媒体。

学院新媒体建设团队将继
续坚持“导向正确、需求引领、
互联共融、创新发展”的原则，
围绕中心，服务师生，再接再
厉，争取更大成绩，为学院“双
高”建设，为山东教育改革发展
积极贡献力量。

淄博职业学院连续两年获评“山东教育政务新媒体综合力十强单位”

为实现教师自身专业成长
带动教学能力提升，打造高品
质教师团队，近日，高青五中举
行了教师基本功比赛。通过8分
钟的模拟讲课，16名参赛教师
综合运用教育教学理论和教育
信息技术，呈现了精妙的课堂
教学设计，充分展示了扎实的
教学素养。旨在，通过比赛促进
教师锤炼教学基本功的积极
性，激发教师更新教育教学理
念和掌握现代教学方法的热
情，有力地保障学校教育教学
质量的提升。 (王冬)

高青五中:

举行教师基本功比赛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禁毒
委《关于加强新时代全民禁毒
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不
断加强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
进一步增强在校学生识毒防毒
拒毒意识和能力。近日，高青三
中积极组织开展毒品预防教育
系列活动。参观一次禁毒展览，观
看一部禁毒影视剧，开展一次禁
毒作品征集活动，开展一次禁毒
主题班会。通过毒品预防教育系
列活动，广大师生充分认识到毒
品的危害，唤醒肩负的责任和担
当。 (李曰强 王克锋)

高青三中:

开展毒品预防教育活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9
周年，进一步深化“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学习教育活动。近
日，田庄中学党支部组织全体
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入党申请
人、优秀教师代表赴曙光村红色
博物馆开展“党建领航守初心，红
色铸魂育新人”党性教育活动。在
红色博物馆，参观了珍贵的历史
文物，全体党员干部举行了重温
入党誓词，同时，党支部书记刘波
同志围绕“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
性修养”为同志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党课。 (崔梦麟 李艳)

桓台县田庄中学：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返校复学后，为进一步加
强复学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缓解广大师生心理压力，维护
广大师生心理健康，树立共同
抵御新冠肺炎疫情的信心，近
日，果里镇中心小学邀请桓台妇
幼保健医院儿童保健科心理专科
付老师为全校师生进行心理辅导
专题讲座。分析了疫情延期开学
中人们对健康和安全的焦虑、担
心甚至恐慌的情绪，最后给全体
师生提出了几点建议，要了解新
型冠状病毒知识，做好个人防
护。 (曹瑜轩)

桓台县果里镇中心小学：

开展复学后心理辅导

高考流程模拟演练 为保障考试
工作稳妥顺利，近日，沂源二中举行高
考模拟演练。此次演练，严格按照高考
流程，模拟考试期间学生入校、入考场
及突发情况应急处置等情况。(刘念华)

多彩大课间 近日，沂源四
中推出一系列新举措，改变单一
的课间操活动模式，丰富大课间
活动的内容，提高学生疫情期间
身体素质。 (刘士春)

“画”、“说”端午 为传承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体验我国的传
统节日中蕴涵的意义，日前，沂源
县荆山路小学举行了“画”、“说”端
午主题活动。 (孙静 王相龙)

“垃圾分类”活动 为进一步提
高学生垃圾分类处置意识和环保意
识，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多
措并举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积极建
设绿色生态校园。(王金勇 丁兰文)

疫情防控演练 为进一步落
实《学校疫情防控细则》提高学校
对新冠疫情的应急处置能力，近
日，沂源四中开展疫情防控应急
处置演练。 (翟乃文)

防溺水安全教育 沂源四中
把“防范溺水”安全工作放在重中
之重的位置来抓，近日，安排各班
级及时召开主题班会，宣传“防范
溺水”安全宣传知识。 (翟乃文)

“小绅士小淑女”评选活动 为进一
步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礼仪，促进
学生自我管理意识和控制能力，提升自
身素质，近日，沂源县振兴路小学举行新
学期“小绅士小淑女”评选活动。(黄晓燕)

织牢防溺水“安全网” 为进一
步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防患于未
然，日前，沂源县张家坡镇流泉完全
小学开展了“预防溺水，珍爱生命”为
主题的防溺水专项教育活动。(宋尚建)

党风廉洁教育 近日 ,沂源
四中党支部举行《2020年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书》《党员和领导干部
践行“准则”“条例”承诺书》签订
仪式。 (翟乃文)

禁毒宣传活动 为全面推动
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进
一步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近
日，沂源县鲁山路小学开展“禁毒
宣传月”主题宣传系列活动。(王晗)

种植园趣事活动 为促进幼儿观
察、丰富知识，近日，沂源县振兴幼儿园
开展了种植园趣事活动。在老师的带领
下，孩子们认认真真地将种植园地中的
杂草一一拔除。 (任慧 谢亮霞)

“粽”情端午活动 为传播传
统节日端午节的知识，弘扬孩子们
的爱国精神，日前，沂源县荆山路幼
儿园特开展了丰富的端午活动，将
浓浓的端午气氛带入校园。(侯宇宁)

重视食品安全 为进一步增强学
校食堂从业人员疫情防控期间的食品
安全责任意识，近日，沂源四中邀请市
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到校对食堂从业人
员进行了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翟乃文)

“争做全学科阅读代言人”活动
为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

学生的阅读修养，近日，沂源县振兴
路小学开展“争做全学科阅读代言
人”活动，学生们积极参与。(公伟伟)

浓情端午教育 为让孩子们
加深对传统节日的认识，近日，沂
源县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组织孩
子开展了“浓情端午话棕香”教育
实践活动。 (任祥芹)

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感受端
午节丰富的文化内涵，傅家镇中
心小学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开展了
端午节主题活动。此次活动，同学
们了解了端午节独特的历史和人
文价值，以此勉励自己，全面发
展，做新时代好少年。 (李海铭)

为有效地防止学生吸毒等违法
犯罪行为的发生，增强学生“远离
毒品、积极参与禁毒活动”的意
识，齐德学校五年级开展了“珍爱
生命，拒绝毒品”主题教育宣传系
列活动。提高了队员们的毒品预
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王灵凤)

张店区齐德学校：

开展禁毒教育宣传活动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开展端午节主题教育活动

张店四中：

举行青春心向党入团仪式

为努力培养学生爱党爱国情怀，
迎接新一批团员入团，近日，张店四
中团总支举行了“青春心向党，建功
新时代”2020年新团员入团仪式。15名
新团员和54名老团员代表参加仪
式。老团员代表为新团员代表佩戴团
徽，并颁发了团员证。 (崔金华)

近日，高青县中心路小学组织
各班开展““禁毒宣传月”系列教育
活动。班主任通过讲解、观看图片视
频、宣誓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禁毒教
育，深刻认识毒品的危害，在校园内
外营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禁毒
教育氛围。 (韩元素)

高青县中心路小学：

开展禁毒主题教育活动

张店二中：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为深入推进全国安全生产
月活动开展，在全社会大力弘
扬“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
线”主题宣传口号，近日，张店
区第二中学在学校大门外采取
多种形式开展安全生产月咨询
日活动。获得家长的一致好评。

(王岗 张继丹)

淄川区黑旺中心学校：

举行四级联学研讨活动

近日，黑旺中心学校党总支理
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二季度“四级
联学”交流研讨活动，围绕“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进高质量发
展”主题，学校将以一分布置、九分
落实的精神抓好各项工作，扎实推
进学校工作再上新台阶。(赵鹏)

张店区潘南小学：

举行卫生劳动大比武活动

近日，潘南小学组织“卫生
劳动大比武”活动，此次活动通
过劳动教育，进一步提高学生崇
尚劳动、尊重劳动的素养，培养
他们吃苦耐劳、勇于创造的奋斗
精神，为他们终身发展和人生幸
福奠定基础。 (孙伟)

近日，鱼龙中学联合公安、交
警、教育、等多个部门开展学生返
校开学联防联控模拟演练活动。
通过实境演练，老师们明白防疫
流程，更加熟悉工作重点和操作
细节，为护航健康、平安开学奠定
坚实的基础。 (宋雪敏)

桓台县鱼龙中学：

开展校园疫情应急演练 近日，为了让孩子健康、愉
快地度过夏季，新城路幼儿园
积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采取
多项措施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学校成立防暑降温工作领导小
组，认真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
施。

(杜春燕 陈红雪)

沂源县新城路幼儿园：

全力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张店区铝城一中：

开展禁毒宣传月活动

近日，铝城一中在全校范围
内开展“禁毒宣传月”主题教育活
动。上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
毒品预防教育课、并通过学生向
亲人宣讲的形式，“小手拉大手”，
营造良好禁毒氛围，无毒生活，健
康成长。 (丁影影)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开展端午节主题活动

端午节期间，傅家实验小
学开展了端午节主题系列活
动，各班开展了端午节主题班
会，对端午节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与认识，感受到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后同
学们将用实际行动继续传承、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夏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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