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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淄博市高青县第一中学召开新学期工作谋划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周进

日前，高青一中召开了新学期
工作谋划会，学校班子成员及中层
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各级部、处室负责人针对上学
期工作进行了反思，并结合本学期
实际，就如何承继经验、如何创新
举措做了汇报和交流。各校务委
员、各分管副校长对分管部门的工

作汇报进行了点评。
高晨胜校长对各部门的工作

谋划进行了总结点评，并代表学校
班子对本学期学校工作做了布置。
他说，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
之年，要守正出新、行稳致远，推进
学校工作实现新发展。

他强调，要健全组织体系，扎
实开展各项活动，让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充分彰显，进一步推动党建工作和

学校工作的实效融合；要提高思想
认识，牢记政治责任，突出重点找
问题，严字当头抓整改，坚决将安
全责任落实到位，将常态疫情防控
进行到底；要突出边缘生推进、尖
子生培养、教研氛围营造等工作重
点，坚持问题导向，挖潜内部优势，
借力外部资源，实现教育教学质量
新提升。

他要求，要降低管理重心，理
清管理职能，压实管理责任，推进

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和现代学校制
度建设再进一步、再深一步；要以
文明校园建设标准为指导，以学生
文明实践活动为载体，打造文明师
生群体，合力创建文明校园；要以

“大培训、大整改、大提高”和教师
基本素养提升活动为载体，全力提
升教师队伍的教育情怀和专业素
养；要强化培训力度，推动广泛使
用，让信息化真正辅助教学管理、
学生管理、学校管理。

张店区铝城一中：

召开新学期艺体工作会

为全面推进学校艺体工作，
提升艺体学校教育水平，近日，铝
城一中召开了新学期艺体工作部
署会。安排部署了本学期的艺体
工作，就艺体工作的开展、落实和
完善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分工。
强调全体艺体老师要落实职责，
调动学生的艺体兴趣，提高学生
艺体修养。 (崔丹)

张店区齐德学校：

举行孔子像落成仪式

近日，齐德学校举行孔子像
落成揭幕仪式。孔子像的落成是
希望全体师生要学习借鉴孔子智
慧和思想，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营
造文明的教风、学风和校风，传承
先贤的教育思想精髓。是该校对
传统国学文化教育的一个推进，
也将对构建文明校园、提高学校
的整体办学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王灵凤）

为弘扬人民教师高尚情操和
良好的师德师风，进一步营造尊师
重教浓厚氛围，激发广大教师教书
育人、为人师表的责任心和自豪
感，近日，傅家实验小学举行了“尊
重关爱教师，弘扬崇高师德”主题
系列活动。 (王超 王佳佳)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举行教师节系列活动

教师节期间，起凤小学开展了
“润物无声 桃李芬芳”教师节系
列活动。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传统美
德，营造了浓烈的教师节氛围，培
养了孩子尊师、爱师、感恩师爱的
情感和美德，提升了教师的使命感
和幸福感。 (田文静)

桓台县起凤小学：

开展润物无声教师节活动

日前，高青三中组织学生观看
了2020年《开学第一课》。帮助孩子
们刷新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
与国家的认知，让孩子们养成良好
的生活和学习习惯，懂得生命与健
康的可贵，培养了孩子们的奉献精
神和家国情怀。 (樊武田)

高青三中：

组织观看《开学第一课》

教师节期间，张店区特殊教
育中心学校的老师们收到了学生
精心制作的贺卡。学生们或发挥
聪明才智自己动手、或在家长、美
术老师的帮助下通过绘画、剪纸
等方法精心制作了贺卡，表达对
老师的感恩之情。 (翟英明)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开展教师节送祝福活动

教研室领导视导工作 日
前，沂源县教育和体育局教研室
领导到沂源二中对新学期日常教
学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视导。

(刘念华)

捐赠教学设备 近日，淄博商
会会长王绍飞一行向沂源县徐家
庄中心学校捐赠电脑桌和座椅40
套，配备该校一微机室的桌椅。

(孙晓 朱涛)

庆祝教师节 为弘扬中华民
族尊师重教传统美德，激励教师热
爱教育事业，日前，淄川区实验幼
儿园举行了2020年庆祝教师节大
会暨师德报告会。 (宋琳琳)

沂源县举行初中数学教学研
讨会 日前，新学期初中数学教学
研讨会在鲁村中学举行，多名数学
骨干教师齐聚鲁村中学开展教学
研讨活动。 （武玉东 刘淼）

为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增强
网络安全意识，营造安全、健康、
文明的网络环境，保障师生在网
络空间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网
络安全。近日，傅家镇中心小学开
展了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系列活动。 (李海铭)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举行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日前，高青二中举行“青年教
师教师节座谈会”。体现了学校领
导对青年教师生活、思想、业务、成
长的关注关心。现场的交流、汇报、
讲话，给青年教师的成长引领了方
向、树立了榜样。

(赵芳 崔晓鹏)

高青二中：

举行青年教师座谈会
日前，张店二中举行了新学年

度第一学期开学典礼暨教师节表
彰大会。赵红光校长首先对全体教
职工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接着对
过去一年学校的工作和所获得的
成绩进行了总结，对未来一年张店
二中的发展方向做了规划与部署。

(张继丹)

张店区第二中学：

举行教师表彰大会
近日，张店四中开展新学期

“优秀教师引领课”活动。此次活
动旨在进一步推进课堂教学改
革，促进学校教师业务水平和教
学能力的提升。本次活动以“基
于学科素养发展的思维型教学”
为主题，深入开展教学评一体的
课堂教学互动。

(崔金华)

张店四中：

举行优秀教师引领课活动

广播体操比赛 为推进阳光
体育运动，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
增强学生体质，活跃校园文化生
活，近日，沂源县新城路小学拉开
了广播体操比赛序幕。 (周颖)

淄川区黑旺中心学校：

进行开学自查工作

日前，黑旺中心学校对辖区各
学校进行开学自查工作，重点从疫
情防控、开学准备、课堂教学、规范
办学、安全风险防控等方面进行自
查，确保开学初的各项工作有条不
紊地得到落实。加快学校发展步
伐，创出更好成绩。 （赵鹏）

近日，淄川区实验幼儿园中班
级部组织开展“苹果采摘记”的采
摘活动。让孩子们充分体验到收获
的快乐与喜悦。“教育是生活、生活
皆教育”，旨在携手将教育回归自
然，让教育回归本真。 (王永红)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苹果采摘记活动

近日，田庄小学全体教师以举
行教师宣誓仪式庆祝教师节。宣
誓：我立志把整个心灵献给学生，
用人格引领人格，让智慧点燃智
慧；以民主、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
位学生；呵护生命，尊重个性，激发
创造。 (杜聪)

桓台县田庄小学：

举行教师宣誓仪式

为加大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力
度，提高资助政策知晓率，确保学
生资助工作顺利有序进行，近日，
高青县第六中学开展了“资助宣传
月”活动。充分体现学校对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关怀，进一步推动资
助工作的规范化发展。 (赵文静)

高青县第六中学：

开展资助宣传月活动

近日，高青县县委常委、组织
部长刘青同志，高青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尹遵用同志，到千乘湖
小学亲切看望全体教职员工。实
地考察工作，并向广大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
祝愿。 (韩旭强)

高青县领导到千乘湖小学：

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

感念师恩 教师节期间，沂源
县荆山路小学开展了以“唱响赞
歌，感念师恩”为主题的教师节感
恩活动，表达对老师的深深敬意和
感激之情。 (王新刚 王相龙)

班干部轮换竞选 近日，沂源
县鲁山路小学开展班干部轮换竞
选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展示个人
才华的舞台，同时激发了他们担当
学校小主人的勇气。 （王晗）

庆祝教师节 近日，沂源县悦
庄镇东赵庄完小举行了“师恩难
忘”为主题的教师节送祝福活动，
各班准备了精彩的节目，精心准备
了贺卡，为老师送上祝福。(董宁宁)

岗位职责交流会 为提高学
校管理效能，加强学校科室建设，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组织
了教务处、德育处管理人员岗位职
责交流会。 (房秀伟 张云霞)

实施青蓝工程 为让新教师
尽快熟悉教育教学工作，提高教学
水平和班级管理能力，近日，沂源
二中举行2020年新老教师“以老带
新”结对帮扶拜师仪式。(刘念华)

良好进餐习惯培养 新学
期，沂源县鲁山路幼儿园根据幼
儿的年龄特点，培养幼儿良好的
进餐习惯，采取能为幼儿所接受
的教学方法进行。 (张宗叶)

温馨相伴教师节活动 近日，
为让孩子更多了解老师的工作，让
孩子们心存感恩，沂源县荆山路幼
儿园开展“温馨相伴，与你同行”教
师节特别活动。 (侯宇宁)

反恐知识培训 为提高全校
教师的安全防范意识，学会遇到突
发事件的应对处理办法，近日，沂
源县鲁山路小学开展反恐怖防范
知识教育培训。 （王晗）

观看《开学第一课》 日前，
沂源县悦庄镇东赵庄完小组织学
生和家长集体观看--《开学第一
课》。同时，各班召开开学第一课
主题班会。 (董宁宁)

文明上网 近日，沂源县新城
路小学向全校学生发起倡议“文明
上网，健康成长”。让学生们要牢记
网络文明公约，文明上网。

(周颖 董仕雪)

日前，起凤中学举行“青蓝工
程”教师结对帮扶活动，以促进青
年教师的专业成长，促进教师队伍
建设。并希望青年教师关注专业成
长，要好读书、学会与学生、家长、
同事相处，做好成长规划，用心去
做。 (张久伟)

桓台县起凤中学：

开展教师结对帮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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