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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职业学院获2019年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
伟通讯员 陈江宁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公 布 的
2 0 1 9年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
科研成果奖获奖名单显示，淄
博职业学院的成果《miR-124

和miR-29a在乳腺癌诊断与治
疗的临床应用价值及其分子机
制研究》，获得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

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
成果奖自1 9 8 6年设立以来已
连续评选34届，在山东省高校

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很高的
认可度。该奖项包括科学技术
奖和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两部分。本次山东省高校共有
5 3项成果获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其中高职高专院校8项。

淄博职业学院的获奖成果

来自该院医学技术学院，成果
利用多种分子生物学技术，研
究了miR-124和miR-29a这两
种非编码RNA在乳腺癌细胞
中的调控机制，为乳腺癌的早
期诊断及基因治疗提供了理论
依据。

高青一中：

举行2020届“云”毕业典礼

日前，高青一中为2020届
毕业生隆重举行了“云”毕业典
礼。高晨胜校长致辞。他对同学
们顺利完成高中学业表示衷心
祝贺，与大家重温高中三年的
生活点滴，并提出三点期望：一
是以家国情怀回应时代呼唤；
二是以持续奋斗为青春添彩；
三是以感恩之心善待礼敬生
活。他期望，同学们带着一中学
子独特的气质，从容自信地踏
上美好的人生征途。

高青县委教育工委常务副
书记、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张
玉江祝愿一中学子扬帆起航，
乘风破浪，带着梦想奔赴四方，
在时代的洪流中有所作为！殷
切叮咛，让全体毕业生再次感
受到母校的温暖。 (周进)

张店区齐德学校：

开展低碳宣传周活动

日前，齐德学校(中学部)开
展了“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宣传
周活动。各班级发挥主观能动
性，积极开展主题宣传班会，普
及生活节能常识。学生积极响应
号召，写出倡议书，呼吁大家进
行垃圾分类。学校开展“小手拉
大手”活动，学生上网搜索并与
家长一起学习有关垃圾分类的
知识，进一步提高了全校师生的
节能低碳意识。（王灵凤）

张店四中：

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近日，张店四中党支部组织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到沣水镇教师楼
开展“我的张店我的城”的卫生清
理志愿服务活动，为周边群众做一
件好事实事，践行党员初心和使
命。在党支部书记孙建同志的带领
下，27名党员全力投入到卫生清理
当中。大家有的拔草、有的清扫院
落、有的清理卫生死角，忙的不亦
乐乎。每位党员都不怕脏、不怕累，
积极劳动。 (崔金华)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召开新教师经验交流会

日前，淄川区实验幼儿园召
开新教师经验交流暨跟岗教师
座谈会。经过一年的实践和锻
炼，去年加盟到淄川区实验幼儿
园的10名新教师(其中两名是跟
岗培训教师)茁壮成长起来，她们
从教育教学、家园工作、班级活
动、专业成长等各个方面总结了
自己的满满收获与深刻感悟，并
由衷地感谢幼儿园领导、老师们
给与的关怀与帮助。(马永群)

高青三中：

加强防溺水安全教育

为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有效防范溺水等安全事故的发
生，提高全校师生自护自救的
能力。日前，高青三中扎实开展
防溺水专题教育活动。召开防
溺水主题班会，教育学生做到
防溺水“六不准”、“四牢记”和

“施救措施”等，教给学生防溺
水自救方式和防溺水基础知
识，时刻把防溺水安全工作放
在心上，抓在手上。加强防溺水
宣传，通过升旗仪式、校园广
播、给家长的一封信、班级qq
群、微信群等方式进行防溺水
教育。 (王克锋)

引导群众文明出行 为提高
群众文明出行意识、抵制不文明
交通行为，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四
连冠”，沂源二中开展“爱淄博·文
明出行”路口文明引导志愿服务
活动。 (刘念华)

体验小学生活 为更好地做
好幼小衔接工作，满足学生对小学
生活的探究欲望，沂源县鲁山路幼
儿园组织全体大班幼儿到小学进
行实地参观、感受、体验。(张宗叶)

防范非法集资教育 为让师
生和家长充分认识到非法集资的
危害，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和谐校
园，近日，沂源县历山街道办事处
鲁山路小学开展了“防范非法集
资”教育宣传活动。 (王晗)

召开暑假安全会 近日，沂
源县燕崖中学召开暑假安全工作
会，对学校暑期安全教育工作做
了详细部署。全体班主任参加了
会议。 (陈作涛)

微格教研活动 为让“微格
教研”有效的服务于教师们的课
堂教学，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幼儿
园组织全园教师开展“微格教研”
活动，进一步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和能力。 (张宗叶)

期末表彰大会 为进一步营
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为争取辉煌的
成绩，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近日，沂源县悦庄镇东赵庄完小举
行期末总结表彰大会。(董宁宁)

“云”学习提升素养 近日，
沂源县鲁山路小学的数学骨干教
师积极参与了山东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组织的基于数学文化的“数
与代数”专题教学研讨会。(王晗)

学习榜样精神 日前，沂源县
鲁村中学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在
党员活动室集中收看了灯塔大课
堂《榜样讲党课》，这堂战“役”党
课，深深震撼了每一位党员的心
灵。 (王恒林 殷章宝)

线上召开家长会 由于疫情，
沂源县悦庄镇东赵庄完小将家长
会改在钉钉群召开，重点强调放假
期间的问题。 (董宁宁)

沂源二中：

加强期末安全管理

为保障广大师生的安全，近
日，沂源二中强化落实期末学校安
全管理工作，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
生。一是全面部署，强化责任落实；
二是全面排查，认真做好安全隐患
治理工作；三是加大宣传，加强监
测预警。 (刘念华)

淄川区黑旺实验小学：

开展《民法典》学习宣传

近日，黑旺实验小学开展《民
法典》学习宣传活动。通过学校中
层干部带头学习《民法典》、学校教
师积极学习《民法典》、全体学生一
起学《民法典》等形式开展《民法
典》宣传教育活动。 (董星辰)

高青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

抓实学校汛期安全工作

汛期已到，近日，高城学区中
心小学采取系列强化措施，切实加
强雨季汛期学校安全工作，防止发
生溺水、触电、雷击等事故，保障师
生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学校安全度
汛。加强领导，做好宣传，加强排
查，严格值守。 (邵明国)

张店区杏园小学：

举行课题推进会

日前，杏园小学召开了《人工
智能助推学生学习能力的策略研
究》课题推进会，旨在更好地了解
和督促大家把课题做实做好。最
后王玉峰校长对假期里的课题工
作做了安排和要求。要求课题组
老师认真撰写论文，真正做到教
研合一。 (王甜)

张店区铝城一中：

开展学生资助政策宣传

为广泛深入宣传党和国家教
育资助政策，充分发挥国家资助政
策体系作用，使学生资助政策家喻
户晓、深入人心，确保政策更好的
顺利实施，日前，铝城一中高中部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生资助政策
宣传活动。 (刘法宝)

桓台县田庄镇小学：

开展“我来讲党课”活动

为严格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
度，日前，田庄镇小学支部组织开
展了“我来讲党课”活动。本次活动
全体党员参与授课，由“一人讲”转
为“大家讲”。使“微党课”这个小载
体变成了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大
课堂”。 (崔亦强 宋芳)

高青县千乘湖小学：

开展同讲普通话活动

学校是推广普通话，规范语言
文字的主阵地，为实现“一个学生
带动一个家庭，推动一个社区，影
响整个社会”的生动局面。近日，千
乘湖小学开展“小手拉大手，同讲
普通话”系列推普宣传活动。

(马田莉)

高青县中心路小学：

开展主题党日观影活动

日前，高青县中心路小学党支
部组织党员干部集体观看了电影

《喜盈代村》。观影后，广大教工党员
纷纷表示要向王传喜同志学习，“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好疫情防控
和教学工作同时进一步明确落实好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韩元素)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开展预防溺水班队会活动

日前，傅家实验小学开展了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主题班队会
活动。通过视频资源向学生讲解了
溺水事故的危害性和防溺水安全
知识；向学生介绍了游泳安全知
识，帮助学生掌握一些简单的自救
办法，引导学生树立防溺水意识。

(杜文婷)

张店区潘南小学：

举行师德演讲比赛活动

近日，潘南小学举行了“当好学
生引路人”师德演讲比赛活动。比
赛中选手们慷慨激昂、激情洋溢。
此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加强了
教师队伍的师德师风建设，激发
了全体教师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的拼搏精神。 (谭伟娜)

高青县实验小学：

召开反校园欺凌班会

为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氛围，近日，
高青县实验小学召开了“创建平安
校园，反对校园欺凌”主题班会。老
师们利用校园欺凌专题课件，生
动、形象、直观地告诉了学生什么
是校园欺凌，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
表现，引导同学们不做“校园小霸
王”，理解“受到欺负时如何应对”，
以及引导学生“学会关心和善待他
人，与人友好相处”。(马立立)

高青县木李学区中心幼儿园：

确保交通安全护幼入园

近日，庆淄路半幅修路，给接送
孩子的家长造成诸多不便。为保证
幼儿的入园安全，该园马园长组织
老师们开展了护幼入园的活动。早
晨入园时，马园长安排好在幼儿园
门口值班的老师后，就带领部分老
师到马路对面去迎接庆淄路以西几
个村庄送孩子的家长。家长只需要
把孩子交到老师手里，然后由老师
举着小红旗为孩子们开辟一条绿
色通道，护送孩子入园。（于娇）

高青县田镇学区中心幼儿园

:邀请防疫校长讲暑期安全

近日，田镇学区中心幼儿园邀
请防疫校长到校讲暑期安全注意
事项。首先，从手足口病的表现症
状、传播途径、预防措施三个方面
做了详细的介绍。要求教师教育幼
儿饭前便后、外出后要用肥皂或洗
手液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食
物，避免接触患病儿童。其次是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防，加强防疫
宣传、提高防范意识，每日定时追
踪幼儿及全体教职工的身体状况，
严把入口关、严把扩散关。(孙国平)

高青五中：

党支部开展志愿服务

为进一步深化“双报到”工作，
落实好“红色星期六”志愿服务，深
入宣传2020全国安全生产活动，助
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日前，高青
五中党支部党员组成的彩虹志愿
服务队到长江社区开展了“红色星
期六”志愿服务。发放了2020全国
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宣传资料，宣传
了相关安全的法律法规，分享了居
家生活必备安全常识。 (王冬)

举办教师荣退仪式 为加强
对即将退休教师的人文关爱，进
一步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和归属
感，日前，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
为五位退休教师举办了荣退仪
式。 (房秀伟 丁兰)

近日，起凤中学入选省教育厅
评选的100所山东省乡村温馨校园
优秀案例学校。近年来，该校把“建
设一所人人都健康成长的美丽乡
村学校”作为发展目标，根植绿色
生态教育，以“让每一位师生健康
成长”的办学理念为引领，深切关
怀每一位学生的快乐成长，竭力成
就每位教师的人生幸福。努力打造
有生命气息、有温度的教育。

(张久伟)

桓台县起凤中学：

荣膺乡村温馨校园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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