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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聚焦第36个教师节：

高青县领导到高青三中走访慰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伟
通讯员 王克锋

在第 3 6个教师节来临之
际，高青县委副书记高原，县委
常委、宣传部长吕德民在县教
体局相关领导的陪同下，到高

青三中开展节前走访慰问活
动，向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问
候和崇高的敬意。

走访慰问中，高原副书记详
细询问了学校教育教学、校园文
化、配套设施和教师队伍建设等
情况，对学校在教育教学工作中

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高度评
价。

他强调，教育是百年大计，
事关全县人民的根本利益，是
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近年来
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
先发展”战略，不断加大教育投

入，强化教育保障水平，全县教
育教学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希
望学校要着力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注重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弘
扬优良师德师风，为加快推动
富民强县突破式跨越式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店四中：

举行新学期升旗仪式

近日，张店四中举行新学期
升旗仪式，全体师生表情严肃神
圣，面对鲜红的国旗，面对新的
起点，心中充满无限的憧憬和展
望。副校长赵彦峙同志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国旗下讲话，总结了过
去一学期学校所取得的成绩和
进步，并对全体同学提出了新学
期新的希望。 (崔金华)

张店区铝城第一中学：

召开师德师风教育工作会

为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切实规范学校教职工从教行
为，近日，铝城一中组织全体教师
召开师德教育学习月工作部署
会。该校一直重视教师的师德师
风学习，目的使每一位教师牢固
树立献身教育事业的信念。该校
将继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强化
师德修养，营造更加健康的教育
教学氛围。 (赵永志)

近日，高青县交警队王永主
任为田镇学区中心幼儿园师生举
办了交通安全“第一课”。向师生
通报了近期全国及辖区道路交通
事故情况和相关案例，并告诉师
生在安全出行、乘坐公共汽车时
须注意的各类事项。 (孙国平)

高青县田镇学区中心幼儿园：

上好交通安全“第一课”

近日，千乘湖小学组织开展了
中层干部竞聘活动。旨在，充分调
动广大教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优化学校中层干部结
构，鼓励更多优秀的教师参与到学
校管理工作中来，为学校后续发展
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韩旭强)

高青县千乘湖小学：

召开中层干部竞聘会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文明礼仪教
育和感恩教育，发挥仪式教育在学
生思想道德养成中的独特作用，为
引导学生崇尚文明、学礼仪、知礼
仪、行礼仪，做品德高尚文明有礼的
人，近日，田庄小学特举行一年级新
生“入学礼”活动。(崔亦强 崔玉婷)

桓台县田庄小学：

举行一年级新生入学礼

新学期开学，高城学区中
心小学紧紧围绕安全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环保教育、养成教
育等主题，上好新学期开学“四
堂课”。同时，举行应急疏散演
练，让学生掌握必要的安全知
识和自我保护技能。 (邵明国)

高青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

上好开学“四堂课”

考察非遗进校园工作 近日，沂
源县政协组织有关人员对“县域文化
传承创新发展”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项
视察，对鲁村镇中心小学“蒙山葫芦
画传习所”进行参观考察。 (王玉金)

召开新生家长会 为帮助一
年级新生尽快适应学校生活，帮助
家长掌握辅导孩子的正确方法，近
日，沂源县荆山路小学召开了一年
级新生报到家长会。 (孙静)

感恩教育 教师节来临之际，沂
源县新城路小学的孩子们感恩老师
的辛勤教诲，以一段温馨的手语舞

《听我说谢谢你》献给所有老师们，祝
老师们节日快乐！ (周颖 董仕雪)

召开新生家长会 为使幼儿
尽快适应幼儿园生活，帮助家长
树立正确的育儿观，促进家园沟
通，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幼儿园召
开了新生家长会。 (张宗叶)

入园第一课 为促进家园间
的联系，真正达到家园携手共同
培养孩子的目标。近日，沂源县第
二实验幼儿园分批召开小班新生
家长会。 (董芳婷 杨子会)

观摩学校 近日，民盟山东
省主委、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修
林、山东省统战部部长孙中亮等
一行十几人，到沂源县徐家庄中
心学校观摩。 (孙晓 朱涛)

做好功课迎新生 近日，沂源县
鲁山路小学为确保一年级新生入学工
作的顺利开展，学校前期做了充分的
准备，成立了工作小组，安排部署具体
事宜，迎接小朋友的到来。 （王晗）

召开工作部署会 近日，沂源二
中召开新学年第一学期学校工作部
署会。要求全体教职工要以新的精神、
新的面貌、新的目标投入到学校教学、
科研、管理、服务等工作中。 (刘念华)

教师结对活动 为弘扬中华民族
尊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关心退
休教师的学习生活，沂源县鲁村镇草
埠中心完小近期开展了在岗教师和79
名退休教师结对活动。(谢宜安 刘淼)

高青一中：

聘任安全“六校长”

近日，高青一中举行公安、司
法、卫计、食药、消防、交警安全“六
校长”聘任仪式。高晨胜校长回顾
六部门对一中安全建设的付出与
贡献，代表学校对他们表达衷心感
谢，并提出安全工作下一步的打
算。将借安全“六校长”桥梁作用，
凝聚众多部门合力，力保校园安
全、师生安全“万无一失”，构建和
谐、安全校园。 (周进)

张店区齐德学校：

开展献爱心实践活动

暑假期间，齐德学校二
(5)梅花鹿中队，到淄博市“百
灵”康复托养中心开展了献爱
心送温暖活动。在康复中心，
同学们和这里的小朋友举办
了一场文艺表演。同时，同学
们与康复中心的小朋友面对
面交流，鼓励他们健康成长，
融入社会。

（王灵凤）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市教育局领导莅临指导

近日，淄博市教育局总督
学高权一行在淄川区教体局领
导的陪同下到淄川区实验幼儿
园指导工作。首先，市局领导一
行走进班级，对教室、休息室、
盥洗室进行了实地督查，与孩
子进行了互动交流，对幼儿园
的外部环境和改造提出了建设
性的意见。

(马永群)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举行学期初学科培训

为提高教研组整体业务
能力 ,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近日，傅家实验小学语文教研
组组织开展了学期初学科培
训活动。让全校语文教师更加
清楚自己在今后的教学实践
活动中如何把握好、使用好新
教材，更加明确课堂中有效落
实的方法。

(王佳佳)

近日，黑旺中心学校举行庆
祝教师节暨师德报告会，对优秀
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先进个
人、优秀教育工作者进行表扬。会
上，还邀请淄川区实验中学陈英
华、淄川区经济开发区第三小学
成雪为老师们作师德报告。(赵鹏)

淄川区黑旺中心学校：

庆祝第36个教师节

为提高小学生的防范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新学期开始的第
一天，华沟小学积极组织开展“开
学安全教育第一课”活动。以预防
溺水、预防交通事故、预防校园意
外、反邪教警示教育为主要内容
开展安全教育。 （于鑫）

桓台县起凤镇华沟小学：

开展开学安全第一课教育

近日，傅家镇中心小学举行
新学期开学典礼。校长吴涛为师
生作新学期寄语，祝愿所有的老
师，在新的学期不断品味教育的真
谛，感受教育的美好；祝愿所有的
同学，在新的学期更加快乐地享
受童年，获得新的成功。(徐家鹏)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举行新学期开学典礼

为不断提高教职工队伍的综
合素质，引导教职工争做学习型、
知识型、创新型的新时代教职工，
近期，结合沂源县“我爱阅读100
天”读书打卡活动，沂源二中借助
咪咕活动平台启动“我阅读，我提
升，我快乐”读书活动。(刘念华)

沂源二中：

打卡读书，快乐提升

近日，起凤中学举行开学典
礼暨初一新生入学礼。校长荆树
海对全体师生提出几点要求：第
一，要有新的计划，确定奋斗目标；
第二，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第
三，要珍惜机会，勤奋学习；第四，
要心怀感恩，满怀爱心。(张久伟)

桓台县起凤中学：

举行初一新生入学礼

加强防溺水教育 为加强暑假
防汛防溺水工作，暑假期间，沂源县
鲁村中学采取“家校联动”的形式做
好学生防溺水教育管理，保障学生
生命安全。 (殷章宝 周海玲)

疫情防控工作培训 为提高全
体教职工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能力，
确保开学后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
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小学组织召开
疫情防控专题培训会议。（王晗）

开学第一课 近日，沂源县
新城路小学一至五年级学生有序
开学。全校所有班级开学第一课
就是疫情防控专题班会，班主任
讲授防控知识。 (周颖)

反思交流促成长 为进一步
做好学校三年发展规划的推进工
作，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
组织各处室开展了反思交流活
动。 (齐涛 张德冕 周海玲)

新教师入职培训 面对刚刚
上岗的新教师，近日，沂源县鲁
山路幼儿园从师德学习、教师
教学工作、幼儿常规等方面进
行了培训。 (张宗叶)

上好《开学第一课》 近日，沂
源县荆山路小学各中队举行《开学
第一课》的中队课，辅导员课上细心
安排各项任务，并为队员们讲解了
校园疫情防控知识。 (孙静)

淄川区黑旺实验小学：

举行文明实践入学礼

近日，黑旺实验小学举行
2 0 2 0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入学
礼，全体师生共同参加。2020级
新生共同向老师行拜师礼，愿
听从老师教诲，专心求学。教师
代表也表示将默默勤耕耘，精
心育栋梁。 (董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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