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讲比赛 为增强教职工爱
岗敬业，教书育人的职业责任感，
增强教师职业幸福感和成就感，近
日，沂源县振兴路幼儿园开展“我
是幼儿教师”演讲比赛。 (王玲)

师徒结对帮带 为加快青年
教师成长的步伐，日前，沂源县南
麻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展骨干教师
与新入职教师的“师徒结对帮带”
活动，共有15名教师参与。(马福燕)

垃圾分类教育 为培养幼儿
爱护环境的意识，了解垃圾分类的
知识，日前，沂源县第二实验幼儿
园开展了“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主题环保活动。 (沈霞 朱梅秀)

防震疏散演练 为使同学们
了解防震基础知识，提高安全防范
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近日，沂
源县中庄镇中心小学组织防震减
灾应急疏散演练。(张芳 孙宵晓)

班主任技能培训 为提高班
主任的班级管理水平，增强班主任
工作积极性，近日，沂源县河湖中
学组织全体班主任进行了班主任
技能培训。 (齐林)

劳动教育 近日，沂源县南麻
街道中心小学开展“我劳动，我快
乐”活动，锻炼孩子的动手实践能
力，让孩子在劳动中体会到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的快乐。 (苏圣婷)

优质示范课活动 为促进教
师深入学习钻研新课标新教材，构
建高效课堂，近日，沂源县荆山路
小学开展了优质示范课活动。

(孙静)

防治知识进校园 为普及碘
缺乏病和氟中毒防治知识，近日，
沂源县疾控中心到鲁村镇中心小
学开展碘缺乏病和氟中毒防治知
识活动。 (穆乃刚 刘淼)

课堂教学展示 为全面提升
教师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整合的
能力，近日，沂源县新城路小学开
展“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整合”课
堂教学展示活动。 (江波 周颖)

注重青年教师培养 新学期，
沂源县鲁村镇草埠中心完小注重
青年教师的培养，在教学教研和课
堂教学上下功夫，努力提高青年教
师的业务素质。 (谢宜安 刘淼)

参观艺术馆 近日，沂源县徐
家庄中心学校组织学生到沂河源
田园综合体李怀杰艺术馆参观学
习，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

(朱涛 孙晓)

阅读伴成长 日前，沂源县鲁
山路幼儿园组织全园师幼开展“阅
读伴我成长”读书活动，邀请全园
的父母一起加入亲子阅读的队伍，
用阅读彩绘孩子的童年。(张宗叶)

迎市、县教育视导 为深化课
堂教学改革，全面了解常规课堂教
学信息，近日，市、县教研室领导一
行7人，对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
进行了实地视导。 (董昌水)

少先队建队日教育 为庆祝
少先队建队日，沂源县北刘庄小
学开展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
讲述了少先队历史、队礼、队旗、
红领巾等方面的知识。 (孙庆梅)

跟党走主题教育 为加深师
生们对优秀历史名人文化进班级
的特色教育的理解，沂源县东高
庄小学校举办了“一心跟党走”的
主题教育活动。 （代元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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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齐文化 传承古文明
——— 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中心小学研学旅行活动侧记

齐都镇中心小学坐落于临淄
区齐都镇，学校地理位置优越，周
边古迹、遗址众多。一系列显性
的、直观的传统文化资源，给该校
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齐文化的
传承和发扬提供了平台，为教育
的自主、创新发展带来了契机。

该校利用丰富的资源优势，
结合学校地域特色，积极探索开
展以“齐文化”为主题的社会实践
活动。通过寻根溯源、文物保护、
寻找新齐都等方式让学生走进齐
国的历史文化中，用自己的感官
触摸感受地方文化。大力弘扬地
域特色文化，让孩子们真正了解
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家乡，进
而激发学生继承先辈遗志，努力
学习科技知识,长大后为建设更
美家园而努力的崇高愿望。

从大小城垣遗址到桓公台，
从殉马坑到闻韶碑，从排水道口
到晏婴冢，孩子们不只是亲身感
受到古齐国的昌盛、先贤的智慧，

更是感受到作为齐国后人的自
豪。更可贵的是锻炼了他们的自
理、自律能力，从小树立爱护环
境、保护文物的信心和决心。

每周三的下午是该校的校本
课程---综合实践活动的时间。利
用这个时间段，学校在不同的月
份，以班级或年级为单位，带领学
生走进不同的遗迹旧址，邀请齐
都镇文物局的工作人员为同学们
讲解遗址的相关知识和文化保护
的内容。学校还联手临淄区文物
保护联盟，定期组织学生为古迹
遗址清理卫生，发放文物保护宣
传的彩页。

在以“齐故城古迹、遗址文
化”为主导的研学旅行活动的基
础上，该校把传统节日文化的教
育实践作为其有益补充，进一步
把这项活动的内涵提升，并在实
践中寻找其契合点，开展相应的
活动。清明节，师生走进三士冢踏
青寻春，走进晏婴墓祭祀先贤；端

午节走进王氏庄园，观察艾草驱
虫；春节期间，实践活动作业欣赏
大夫观村的“铁树银花”(齐都镇
已把“打铁花”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呈报申遗)。就在这不同的季节
里开展的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
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传统文化教
育。

每次实践活动结束后，学校
积极征求同学们的想法，为下次
活动的开展提供建议和依据。还
通过知识竞赛、游记随笔等方式
收集学生对活动的感受和认识，
确保研学旅行给学生带来一定的
教育意义。

社会实践活动是开拓学生视
野，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审美能力
和培养意志力的最佳方法，也是
孩子们最愿意参加的课程。因此，
齐都镇中心小学会继续坚定不移
的开设社会实践活动课，不断进
行新的探索尝试，始终坚持以“齐
文化”为主题，积极开拓新的内

容，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在今后的实践活动中，齐都

镇中心小学将从内外两个方面
进行探索。在学校内部，注重文
化底蕴的挖掘，将单纯的游览保
护进行升级，更多地进行文化意
识的渗透。将加大与文物局、齐
文化研究中心等部门的联系，积
极将社会资源引入到学校实践
活动中来，将他们优秀的研究成
果作为学生实践活动教育的素
材。在外部，将积极开阔眼界，使
综合实践教育活动不仅仅局限
于齐都镇或者临淄区，该校将以

“齐文化”为媒介，合理利用省市
区各部门组织的活动，开展跨地
域的社会实践，走出临淄，走出
淄博，走出山东，甚至走出国门，
将孩子们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同
时秉承齐文化“开放包容”的思
想，拓展其外延，开展更多更丰
富的社会实践活动。

高青三中：

开展公寓应急疏散演练

近日，高青三中组织师生开展
了公寓火灾应急疏散安全演练活
动。演练活动，提升了学校公寓火
灾疏散演练的组织和管理水平，强
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和火灾紧急
避险能力，为创建平安校园提供了
有力保障。 (樊武田)

张店区潘南小学：

举行少先队员入队仪式

潘南小学二年级举行“我是小
小追梦人，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少先队员入队仪式。二百多名新队
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
成为少先队组织的一员，为学校少
先队注入了新鲜血液。 (王淑蕾)

张店九中：

举行“爱国”教育活动

日前，张店九中开展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爱国”教育活动。为确保
活动扎实有效，该校制定了活动实
施方案，集中下发到各班级。每个
班都根据自己的特点，开展了相应
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商明珠)

沂源二中：

县局领导到校督导检查

近日，沂源县教育和体育局教
学研究室一行8人对沂源二中课程
实施及教学工作细致化、规范化进
行了督导检查。该校将结合教学实
际，不断改进，继续完善，加强教育
教学管理，全面提高课堂教学效
率，提高办学质量。 (刘念华)

高青五中：

召开禁毒知识竞赛部署会

日前，高青县青少年禁毒知识
竞赛活动部署会在高青五中召开。
县教体局副局长王爱国提出三点
要求，一是要加强思想认识，提高
政治站位，二是要强化措施，确保
参赛效果，三是要增强三个能力，
做好分管工作。 (王冬)

桓台县起凤中学：

举行联盟校课堂教学研讨

桓台县实验学校、起凤中学等
7个单位的30多名老师齐聚起凤中
学，参加了桓台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联盟校联动教研物理和道德与法
治“同课异构”课堂教学研讨活动。
同课异构激发了联盟校教师教学
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张久伟)

高青一中：

举行教师合唱开班仪式

日前，高青一中成立教工合
唱团和教工舞蹈团，并举行了开
班仪式，相关活动将在课余时间
陆续展开。旨在，进一步丰富教工
业余生活，激发教师活力，并以健
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推进文明和谐
校园创建。 (周进)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举行优秀教师经验交流会

为增进交流、推广经验，发挥优
秀教师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促进学
校教师专业化成长，近日，傅家镇中
心小学举行了优秀教师经验交流
会。赵淑玮老师毫无保留地把自己
多年的积累与感悟拿出来与大家共
同分享。 （李海铭）

张店区齐德学校：

开展“我为城市代言"活动

为提高广大学生热爱学校、
热爱城市，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
思想感情，日前，齐德学校开展我
为城市代言活动。每个班级代言
祖国的一个城市，用自己的形式
展现所代言城市的风景、美食、历
史和文化。 （王灵凤）

张店二中：

举行教坛新秀选拔赛

为提高新教师的课堂教学组
织能力，全面帮助、促进新教师快
速成长，近日，张店二中开展了

“新教师课堂展示课”“教坛新秀
选拔赛”等活动，近三年入职的新
教师均参加了此次系列活动。

(张继丹)

张店四中：

举行拜师结对仪式

为加快年轻教师队伍建设，
提升青年教师业务水平，充分发
挥骨干教师的“传、帮、带”作用，
近日，张店四中举行了“青蓝工
程”拜师结对仪式。近三年结对师
徒和学校领导出席了本次活动。

(崔金华)

临淄区康平小学：

举行温情重阳教育活动

为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
的传统美德，让更多学生加入关
爱老人的行列中，重阳佳节期间，
康平小学一年级一班举行了“温
情重阳，幸福夕阳”敬老爱老主题
活动。引导学生在敬老爱老的同
时去践行孝道。 (高丽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伟 通讯员 胡刚

张店九中：

开展传承文化主题活动

近日，张店九中向全体师生
发出了“诵读经典，传承文化”的
倡议，正式启动了新时代文明实
践主题教育活动。倡议各班学生
有计划地诵读《少年中国说》《诫
子书》《大学之道》《岳阳楼记》等
经典美文。 (商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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