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教研活动 近日，沂源县
鲁村镇中心小学全体数学教师开展
了常规数学教研，力争抓实课堂教
学、抓实作业批改、抓实课后辅导，
提高教学质量。 (房秀伟 齐永水)

班级文化评比 为加强班级文
化建设，营造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
班级文化氛围，日前，沂源县中庄镇
中心小学开展了班级走廊文化墙设
计评比活动。 （张芳 孙宵晓）

为发挥骨干教师的示范作用，
促进青年教师不断成长，增强教学
教研业务氛围，近日，鲁村镇中学
组织了“青蓝工程-新教师汇报
课”、“幸福课堂示范课”和“骨干教
师示范课”三轮次课堂教学展示活
动。 (王恒林 周海玲)

日前，和平小区小学组织了
119消防安全演练。让学生们掌握
应急避险的正确方法，熟悉学校
紧急疏散程序和路线，提高突发
公共事件下的应急反应能力和自
救互救能力，同时也是检验学校
各项安全责任制度的落实情况。

(岳明霞)

为进一步提升幼儿园教师环
境创设的技能，近日,鲁山路幼儿
园开展环境创设比赛。在此次环
境创设活动中，老师们大胆构思、
精心创设，制作出适合本班幼儿
年龄特点的特色环境，形式多样
的主题墙。 (张宗叶)

为增强教师的教科研能力，
提升教师们的教科研工作水平，
助力学校2018年立项的省级课题
顺利完成结题，近日，南麻街道办
事处东高庄小学召开了2018年省
立项课题的中期检查交流会。

（黄现娟）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举行消防应急疏散演练

为让学生了解毒品的危害，
知晓禁毒常识，提高学生们禁毒
意识，近日，沂源四中开展“珍爱
生命，远离毒品”系列活动。邀请
本地派出所民警到校进行宣传，
并开展了观看禁毒宣传影片、远
离毒品宣誓、制作手抄报等活
动。 （刘士春）

为增强师生对秋冬季传染病
的防控意识，有效预防传染病的发
生，高城学区中心小学采取积极有
力措施，切实做好秋冬季疫情防控
工作。加强组织领导，严格卫生消
毒，重视晨检午检，体能锻炼到位。

(邵明国)

为普及消防知识，进一步
增强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
急避险能力，近日，张店区特
殊教育中心学校举行了消防应
急疏散演练活动。并为师生讲
解了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部分师生现场参与了灭火操作
演示。 (翟英明 刘倩)

近日，淄博市语委办领导到
田镇学区中心小学进行县域普
通话验收。察看学校语言文字环
境创设，听校长对校园文化的解
读和普通话普及工作汇报，了解
学校在语言文字方面举行的丰
富多彩的活动，并给予高度评
价。 (郭媛媛)

高青县木李学区新徐小学：

开展晨跑健康行活动

近日，新徐小学开展阳光晨跑
健康行活动。每当早晨7:35铃响
后，各班主任组织学生到学校操场
上伴随着音乐，迈着整齐的步伐开
始晨跑。该活动的开展，重要的是
培养了学生们体育锻炼的兴趣和
习惯,有利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董守祥)

张店区铝城一中：

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月活动

桓台县起凤中学：

开展爱护眼睛班会活动

为促进中学生养成良好的用
眼习惯，普及科学用眼的知识，近
日，起凤中学开展了以“爱护眼
睛，预防近视”的主题班会活动。
并发出倡议：好的视力受益终生，
爱护眼睛，预防近视，不沉溺各类
游戏，远离电子产品。 (张久伟)

沂源县振兴路小学：

举行家庭教育专题讲座

为进一步推广和普及家庭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和方法，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日前，振兴路小
学为一年级新生的家长做了家庭
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
这次培训也拉近了学校、老师和
家长的距离。 (耿伟)

高青五中：

举行关注消防教育活动

为落实好119消防日主题教
育活动，增强师生消防安全意
识，日前，高青五中举行“119消
防安全日”主题升旗仪式。倡议
师生从点滴小事做起预防火
灾。增强消防意识，提高消防能
力，营造文明、安全、和谐的校
园氛围。 (王冬)

沂源县徐家庄中心学校：

开展城乡两校同课异构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徐家庄中
心学校携手沂源县实验中学联合
开展“同课异构，双师同步课堂”教
学交流活动，两校部分老师参加观
摩听课。运用“主讲+助教”双师远
程互动教学模式进行授课。

(孙晓 孙之亮)

沂源县新城路小学：

开展感悟数学魅力活动

日前，新城路小学的数学老师
们积极参加了“山东省小学数学研
讨大讲堂——— 基于数学文化的小
学数学单元统整教学研讨会”。进
一步让老师们认识到深度解读学
生、解读教材、解读课堂是当前课
堂教学的需求。 (李欣雨)

沂源县荆山路小学：

进行消防安全教育

为增强小学生的消防安全意
识，增强自防自救能力，日前，荆山
路小学部分师生走进了沂源县商城
消防中队，与消防员战士进行了一
次“零距离”的接触。进一步丰富孩
子们的生活体验，使孩子们对消防
安全知识有进一步的了解。 (孙静)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教师的
专业素养和课堂教学能力，日
前，潘南小学举行了为期一个
月的青年教师公开课展示活
动，共18位青年教师进行了公
开课的教学展示。全体专兼职
教师参与公开课的听讲评课活
动。 （徐凤兰）

张店区潘南小学：

开展公开课展示活动

沂源县新城路幼儿园：

开展自主游戏活动

玩沙戏水是孩子们的最
爱，为此，本学期新城路幼儿
园在户外沙水区投放丰富材料
供孩子们自由玩耍。通过堆沙
子、垒城堡、垛靶子，培养孩子
在集体生活中的相互依存、信
任、彼此照顾，及社会交往能
力。 (杜春燕 陈红雪 )

为增强学生的消防应急疏散
能力，进一步强化师生安全意识，
掌握对突发火灾的应变、逃生技
能，在119消防宣传日期间，傅家
镇中心小学组织了全校师生消防
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钱雪)

为使师生关注消防、参与消
防,增强广大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
和应急避险能力，近日，铝城一中
积极开展消防安全教育系列活动。
召开“119消防安全月”工作动员
会，进行消防专题培训，对校园消
防安全进行全面检查。 （蒋帅）

沂源县中庄镇中心小学：

开展科技点亮校园活动

近日，中庄镇中心小学开展
“科技点亮校园”主题活动。活动分
年级进行，四、五年级以3D打印、
阅读科技书籍撰写科技征文为主
题；三年级开展的是玩纸的活动；
低年级以科学幻想画(未来的家
园)为主题。 (房秀坤)

沂源四中：

开展远离毒品教育活动

高青县田镇学区中心小学：

市语委办验收县域普通话

高青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

秋冬季疫情防控不放松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举行消防应急疏散演练

沂源县鲁村镇中学：

开展“青蓝工程"活动

张店区和平小区小学：

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沂源县东高庄小学：

召开课题中期交流会

沂源县鲁山路幼儿园：

开展环境创设比赛活动
沂源县振兴路幼儿园：

开展“我们共成长"活动

近日，振兴路幼儿园开展了
“大手拉小手，我们共成长”大带小
系列活动。旨在为帮助小班新入园
幼儿克服分离焦虑，更快地熟悉和
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活，体验幼儿
园生活的快乐，感受到幼儿园就像
温暖的家。 (王娜)

为进一步提高青年教师授课
水平，努力打造教学精品课，近
日，黑旺中心校举行青年教师展
示课活动。本次展示课既是对青
年教师教学水平的一次检验，也
是为青年教师展现自我能力提供
的良好平台。 (赵鹏)

淄川区黑旺中心校：

举行青年教师展示课活动

阳光体育大课间 从开学初，
沂源二中全面启动阳光体育大课间
活动，活动中，本着全体性、科学性、
安全性、因地制宜等原则，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大课间活动。 (刘士春)

趣味健身活动 近日，沂源县
悦庄镇中心小学举行了趣味健身
比赛活动。丰富同学们课余生活，
增进同学之间的默契和团结合作
的能力。 (齐麟 梁海亮)

高青县实验小学县级优课评选创佳绩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张璇

日前，2020年高青县全县义务
教育段“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暨县级优质课评选落下帷幕。在评
选中，高青县实验小学再创佳绩，
参赛10学科19名教师全部获得一
等奖。

近年来，高青县实验小学立足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标
准，实施“双一流”教师队伍建设工
程，构建“1+x”校本研修管理模式，

“大教研+小教研”双线并行，为教
师自觉发展、主动成长提供机制保
障和研究平台。

针对教师队伍流动性大、年

龄结构不稳定等现状，实施“四
格”培养工程，建立“双师绽放‘1
+1’结对培养”制度，课程导师对
新教师备课、上课等全方位、全过
程跟踪指导，捆绑考核。通过一节
课深研一门学科，一次教研活动
带动一个课题，一名教师影响一
个团队，一个项目推动一所学

校……
“1+x”校本研修管理模式的实

施,使黄金教师、骨干教师发挥作
用突出，新教师迅速成长，“乐教
养慧、博雅育美”教师队伍梯队建
设成效显著，教师专业水平再上
新高度。学校教育呈现优质发展
新样态。

为进一步做好学校各项工作，
增加学校与学生家庭之间的沟通
和了解，更好的发挥家长作用，规
范、协调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
工作，促进家校沟通、联动，近日，
鲁山路小学举行了家委会暨家长
学校换届选举工作。 (王晗）

沂源县南麻街道西台幼儿园：

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

为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在
园的学习与生活，帮助家长不断获
取新的教育理念，增进家园沟通，
增强教育合力，近日，西台幼儿园
举行了家长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
走进幼儿园、走进班级，近距离感
受孩子在园一日活动。 (周娜)

沂源县鲁山路小学：

举行家委会换届选举

认真开设党课 为保障党员的
先进性、不断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
觉悟，本学期，沂源四中认真开设党
课。党课设置了固定的上课时间、制
定了具体的上课内容。 (刘士春)

为引导队员将“节约粮食、节
能环保”的理念落实到平时餐桌
上，日前，齐德学校开展了“拒绝舌
尖上的浪费，从不剩饭做起”主题
教育活动。并向全体队员发起倡
议，在全校形成浓厚的勤俭节约的
风气。 （王灵凤）

张店区齐德学校：

开展光盘有我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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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广大师生对学校发
展历程、文化底蕴的了解，提
高社会、家庭对学校的关注度
和认同感，傅家实验小学以杰
出 校 友 为 榜 样 ，激 励 学 生 成
长，促进教师发展，践行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近日，傅家

实验小学举行了校碑揭幕、校
史馆、院士馆启用仪式暨“百
米长卷现场书画”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

傅家实验小学校长王国
栋表示，举办这次活动的意义
不仅在于让师生了解学校历

史，更是为了对先贤教育报国
之志进行传承与弘扬。

作为新时代的教育人，我
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
砺前行，不断推动学校润泽教
育向更高质量发展。”

(王超 )

淄博经开区傅家实验小学：

举行校史馆、院士馆启用仪式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名师送教活动

日前，淄博市名师送教活动
走进淄川区实验幼儿园。活动搭
建了教师交流学习的平台，发挥
了教学名师的示范、引领、带动作
用，使优质的教师资源得以辐射，
促进了与会教师专业能力的提
升。 (马永群)

为调节紧张学习氛围，改善
学生精神面貌，促进学子身心健
康发展，高青一中近期进行了课
间操改革，利用阳光体育时间开
展了“激扬青春·动感舞步”活动。
同时，进一步挖掘五育元素，推动
学子阳光成长、全面发展。(周进)

高青一中：

开展课间操动感舞步活动

近日，淄博市教研室副主任
邵淑红一行12人到沂源二中对日
常教学工作进行全面的视导。深
入高一高二年级，了解基础年级
在教育教学、教育常规、课程计划
执行等情况；深入高三年级，具体
了解高三备考情况。 (刘念华)

沂源二中：

市教研室视导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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