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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少年拳展示活动 近日，沂
源县东高庄小学举行了以“融合
民族文化健身励志，展示优秀传
统弘德怡情”为主题的少年拳展
示活动。 （张德刚）

教材通研活动 为了适应教
育现代化的趋势，近日，沂源县
振兴路幼儿园在稳步发展的同
时，不断加强课程研究,并积极开
展教材通研活动。 (王玲)

为让家乡更美好、社会更文
明、生活更幸福 ,日前 ,沂源四中
举行了“文明出行，从我做起”启
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学校领导向
全体师生发出“文明出行，从我
做起”倡议。

(刘士春)

近日，西台幼儿园开展了
“如何利用有效空间构建户外动
态区域活动”为主题的户外游戏
研讨交流活动，重点研讨的问题
是：如何促进本园户外游戏的开
展，让幼儿在户外区域活动中健
康、快乐的成长。 (周娜)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满意度，
提高学校办学质量，推进家校合
作，密切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家
长的联系和沟通，构建学校、家
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教
育网络，近日，傅家镇中心小学
举行家访活动。 (徐家鹏)

桓台县起凤镇华沟小学：

开展冬季安全教育活动

近日，中庄镇中心小学开展
了“我是妈妈的小帮手”为主题
的实践活动。通过在家里帮助父
母干活，在学校帮助师长干活，
让学生在劳动中，培养积极劳动
的热情，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
并能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

(张芳)

为丰富教职工精神文化生
活，倡导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近
日，常家学区三合小学组织全体
教职工利用课余时间举行了趣味
投篮比赛。营造了崇尚健康运动、
团结融洽的良好工作生活氛围，
促进工作效率提高。(赵娟 韩桦)

近日，燕崖镇中心幼儿园举
行了家长半日开放活动。再次邀
请家长走进幼儿园，参与孩子们
的快乐游戏和幼儿园生活。开放
活动，让家长对自己孩子的近期
表现做了详细了解，对幼儿的在
园学习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和理
解。 (张霞)

近日，沂源四中教师重拾走
家串户这一传统家访模式,利用
休息日对困难学生家庭走访。在
家访中,老师们结合本校的实际
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向家
长介绍学生的成长表现、学校的
发展情况,与家长共商教育教学
大计。 (刘士春)

沂源县中庄镇中心小学：

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教育

为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
教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日前，中庄镇中心小学
开展了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主
题教育活动。通过召开民族团结
主题班会、开展民族团结课程教
学等，营造民族团结良好氛围。

(孙宵晓 刘文超)

沂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小学：

举行硬笔书法比赛活动

为引导学生树立规范写字
的意识，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近日，南麻中心小学举行了中高
年级硬笔书法比赛。激发了学生
们规范写字的热情和积极性，很
好地践行了“说普通话，写规范
字”这一教育理念。 (武玉环)

沂源县悦庄镇葛家庄幼儿园：

开展制作水果沙拉活动

生活体验课是该园的特色
课程，为让孩子了解水果的营
养，喜欢吃水果，补充丰富的维
生素，学习一些简单的生活技
能，近日，悦庄镇葛家庄幼儿园
开展了制作“水果沙拉”烹饪活
动。

（崔明元）

张店区和平小区小学：

开展抵制餐饮浪费活动

近日，和平小区小学开展了
“小手拉大手·抵制餐饮浪费”系
列活动，倡导学生在校文明用餐，
亲身践行“光盘行动”，拒绝“舌尖
上的浪费”。引导队员们从我做
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岳明霞)

为进一步弘扬师德师风，
激励全体教师牢记立德树人使
命，近日，鲁村镇中心小学开展
了向张桂梅、王菲同志学习专
题活动。进一步激发全体教师
的自豪感和使命感，自觉树立
崇高的职业理想和坚定的职业
信念。 (李德成 周海玲)

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

开展向榜样学习专题活动

张店区铝城一中：

召开远程研修动员大会

为确保2020年“互联网+教
师专业发展”远程研修活动顺
利进行，近日，铝城第一中学在
学校会议室召开了2020年“互联
网+教师专业发展”远程研修动
员大会。强调了本次远程研修
的重要意义并对本次研修提出
了具体要求。

(毛金芳 刘法宝)

为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增
强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近日，
起凤镇华沟小学举行了冬季安
全动员大会，并对学生和家长进
行了校园内外的安全教育。提高
学生安全防护能力，有力确保学
校冬季安全。 (刘晓东)

沂源县中庄镇中心小学：

开展我是小帮手实践活动

沂源四中：

开展家访工作

高青县常家学区三合小学：

开展趣味健康快乐活动

沂源县燕崖镇中心幼儿园：

举行家长半日开放活动

沂源四中：

举行文明出行启动仪式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开展系列家访活动

沂源县南麻街道西台幼儿园：

开展户外游戏研讨活动
沂源县荆山路小学：

举行外出观摩汇报活动

近日，荆山路小学举行外出观
摩汇报展示课研讨活动，十位执教
老师根据自己参加听课培训学习心
得，结合学生实际和自身教学特点，
将学到的先进教学理念活学活用于
教学的各个环节, 并着重体现了学
生的主体地位。 (刘太红 孙静)

师德建设月活动 为打造一支
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高
素质教师队伍，近日，沂源县鲁村镇
中心小学开展了“师德建设教育月”
系列活动。 (房秀伟 王玉金)

传统文化诵读活动 日前，沂
源四中组织开展了“传统文化诵读”
活动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学校领
导向同学说明了传统文化诵读的意
义及具体的活动要求。（刘士春）

高青县第五中学：

举行双向细目表评选活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陈伟 通讯员 王冬

为提高中考备考的针对性、实
效性，加强学科组之间的交流学习，
近日，高青五中举行双向细目表评
选活动。活动中，各学科代表对双向
细目表进行了展示，详细说明了本
学年双向细目表的增减变化和特
色。同时，重点阐述了依据双向细目
表制定的复习进度、集备方案、教学
策略，作业设计、培优补弱等规划。

开学以来，各学科组研学《课
程标准》和《中考考试说明》，研做
近五年的淄博中考试题，结合往年
的双向细目表，集体商讨制定了新
学年的双向细目表。评选出一等奖
备课组四个，二等奖备课组四个。
史雷校长对评选活动进行总结，指
出今年各个备课组对2020年的中
考试题进行了更加精细的分析，对
考试趋向进行了更加精准的研判，
对中考备考也进行了更加详细的

规划。同时提出要提高双向细目表
的使用效果，倡导师生共用，落实
到课堂教学、专项训练中去。

高青五中坚持以双向细目表
为依托，找准教学落脚点和着力
点，抓实抓细备课、上课、作业、辅
导、检测五个环节，增强新授课的
针对性、复习课的实效性、检测的
准确性，大大提高了课堂效率，促
进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
升。

沂源四中：

开展孝德明星评选活动

近日,沂源四中以“开展孝德
教育,弘扬中华传统”为主题,开展
了系列孝德教育。通过家长委员
会 ,让家长每人读一本孝德书籍 ,
让家长陪孩子看一部有关孝德
教育事迹影片 ,并开展“孝德明
星”评选活动。 (刘士春)

结对帮扶活动 为提高全体教
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充分发挥优秀
骨干教师的“传、帮、带”作用，近日，
沂源县振兴路小学举行新老教师的
结对帮扶活动。 (耿伟)

为助力英语高考备考，日前，
高青一中特邀潍坊市中青年教师
学科领军人物、潍坊市教科院英语
学科命题组骨干成员张勇辉老师
做英语专题讲座。讲座主题为“新

高考英语听力和读后续写”。主要
从国家高考评价体系与英语学科
的结合、高考评价体系在新高考I
卷中的体现、新高考听力备考、应
用文、读后续写等五个方面做了指

导，并就备考过程中得到的启示做
了分享。

讲座进一步明确了新高考的
命题方向、增强了备考意识，让平
时的教学更有高度、精度。（周进)

高青一中：

举行“新高考英语听力和读后续写”专题讲座

为进一步推进阳光体育的
开展，激发学生们参加体育锻炼
的热情，增强学生体质，近日，田
镇学区中心小学举行2020秋季达
标运动会。运动会是对学生身体
素质、竟技水平、心理承受力等
综合素质的考验。 (李凯月)

高青县田镇学区中心小学：

举行秋季达标运动会

临淄区高阳小学：

开通校长热线为群众服务

为进一步增强家校沟通，及时
了解家长、学生、群众对学校教育
教学及发展的意见建议，日前，高
阳小学开通了“校长热线”，接受群
众监督及社会咨询。广大群众、家
长和学生可通过来电方式反映问
题、提出建议，学校安排专人接听、
记录，第一时间处理来电人反馈问
题或建议，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
来电人。 (李安刚)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召开全体教师大会

沂源县鲁山路小学：

举行预防近视教育活动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孩子
们的“小眼睛”有了“大问题”，儿
童青少年近视率日益严重。为加
强同学们视力保护自我教育，养
成良好的用眼护眼习惯，近日，
鲁山路小学举行“保护眼睛、预
防近视”主题教育活动。（王晗）

近日，淄川区实验幼儿园召
开了全体教师大会。大会展示了
办园成果，鼓舞了全体教师的士
气；分析了幼儿园高质量发展的
紧迫感，增强了全体教师的忧患
意识。并对全体教师提出了指导
性意见和工作思路。 (王建华)

桓台县起凤镇鱼龙中学小学部：

举行队列比赛活动

为推进学校阳光体育的蓬
勃发展，树立“健康第一”的观
念，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
神，规范班级管理，提高学生的
队形队列质量，近日，鱼龙中学
小学部举行了队列队形比赛活
动。 (巩轩雨)

为全面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
水平，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锻炼
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达到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目的，日
前，韩旺中心学校开展了为期四
天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

(张希亮)

沂源县韩旺中心学校：

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测试

沂源县鲁山路幼儿园：

举行青蓝工程结对仪式

为充分发挥老教师、骨干教
师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新教师
尽快成长，近日，鲁山路幼儿园
举行了一年一度的青蓝工程结
对仪式。鼓励全体教师要重视自
身的专业成长之路，不断提升思
想境界，提升教学能力。(张宗叶)

为给教师搭建一个互相学习
的平台，也为学生提供一次展示自
己的机会，近日，新城路小学在全
校开展了以“科学设计，规范书写”
为主题的学生作业展评活动。

(江波 周颖)

沂源县新城路小学：

开展作业展评活动

近日，韩旺中心学校举办同
课异构教研活动。活动展示了不
同学科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和
教学风格，交流了各自的教学经
验。活动促进了教师之间的优势
互补、互动合作，加快了教师业
务成长步伐。 (张希亮)

沂源县韩旺中心学校：

举办同课异构教研活动

为维护学校周边良好的交
通安全环境，增强学生交通安全
意识，确保学生上下学期间的道
路交通安全，近日，起凤中学开
展了“小手拉大手，拒乘非法代
步车”宣传教育活动。提醒学生
家长切实增强安全意识。

(张久伟)

桓台县起凤中学:

开展拒乘非法代步车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倡导勤
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精
神，积极响应县局开展的“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行动，通过组织部
署，加强宣传教育，日前，沂源二中
开展节约实践活动，让每一名师生
成为“节约达人”。 刘念华)

沂源二中：

让师生成为“节约达人”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之间交流，
共谋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近日，埠
村希望小学开展了校际交流研讨
活动。学校向来参观学习的领导、
老师们交流了教育教学、教研、常
规管理等方面问题，展示了学生的
自主管理成绩。 (郎宪蒙)

沂源县悦庄镇埠村希望小学：

开展校际交流研讨活动

张店区潘南小学北校区：

开展消防知识技能培训

近日，潘南小学北校区开展
了消防安全知识技能培训。消防
教官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消防安全
的重要性，全面介绍了在日常的
学习生活中应注意的消防安全细
节、如何扑救初期火灾以及火灾
中如何自救、逃生等知识。（靳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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