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长跑启动仪式 为提高
学生身体健康素质，近日，沂源县
悦庄镇中心小学举行了冬季长跑
启动仪式。学校将引领全体师生
积极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强健
体魄。 (齐麟)

教师听评课活动 近日，
沂源县悦庄镇赵庄幼儿园组织
全园教师开展听评课活动。旨
在促进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
平。

(郗目玲)

校食堂安全检查 日前，沂
源县教体局对沂源四中食堂安全
进行了专项检查。主要检查了进
货渠道、食用油安全、餐具的消毒
和使用、用气用电安全等方面。

(刘士春)

打造趣味课堂 为提高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近日，沂源县
悦庄镇中心小学在语文课堂教
学中，通过课本剧、小小擂台赛
等形式，丰富课堂教学。

(梁海亮)

沂源县第二中学：

开展厉行节约行动，让师生成“节约达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刘念华

沂源县第二中学积极开展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行动，通过
组织部署，加强宣传教育，开展主
题实践活动，让每一名师生成为

“节约达人”。

强化组织部署

该校高度重视“倡导勤俭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行动的重要性，
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工作领导小组，在教学实
践、行政办公、后勤保障等各方面
建立严格科学的管理制度，制定针
对性强、操作性强的行动实施方
案，明确目标任务和责任分工，多

途径、多形式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
动，营造了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绿
色环保的良好校园文化氛围。

加强宣传教育

该校通过党支部“三会一课”、
国旗下演讲、主题班会等形式，向
全体师生发出了“带头反对铺张浪
费、争做勤俭节约表率”倡议，形成

“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良
好风尚。充分利用现有宣传阵地，
通过教学楼前LED屏幕全天候播
放勤俭节约宣传标语，潜移默化加
强学生思想行为引导教育；在学校
餐厅、校园内部道路两侧悬挂勤俭
节约宣传海报、宣传标语，引导师
生员工自觉把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充分发挥家校联动互促机制。

加强家校沟通，拓展家校沟通渠
道，加大对节约理念的宣传力度，
提升家长勤俭节约意识。引导家长
以身作则，鼓励孩子珍惜食品、文
具、玩具，节约粮食、水、电，拒绝
铺张浪费，培育良好家风。通过小
手拉大手，发挥“教育一个孩子，
带动一个家庭，影响到整个社会”
的作用，通过孩子带动、影响每个
家庭勤俭节约。

开展丰富的主题活动

邀请淄博市名师给学生举办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知识讲座；
各年级组织勤俭节约主题班会，并

发动学生撰写征文，提升节约意
识；开展“光盘行动”，倡导落实厉
行节俭、合理取餐的要求，师生就
餐做到盘中不剩饭不剩菜。

借助重大节日，开展“节约能
源”行动。结合“世界地球日”“世界
环境日”等节日，开展节约能源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举行“绿色生
活、节约能源”“文明出行”等系列
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从节约一张
纸、一滴水、一粒米、一度电等小
事做起。组织学生劳动实践，用心
体会劳动成果的珍贵，巩固学生
珍惜劳动成果和勤俭节约意识。

让师生从自身做起，自觉成
为绿色生活、勤俭节约的宣传者、
实践者。

户外游戏活动 近日，沂源
县悦庄镇葛家庄幼儿园举行了

“阳光下我们一起成长”户外游戏
活动。助力促进幼儿骨骼生长发
育，调节幼儿情绪，促进同伴间友
好和谐。 （崔明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陈伟 通讯员 王灵凤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教育满
意度，展现教育新发展、新成就、
新变化，日前，来自全市各方面的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学生家

长代表等20余人，在相关领导带
领下，走进齐德学校看教育变化。

各位领导和代表在齐德学校校
长刘洪斌的指引下，先后参观了学
校的中华十德文化广场、孔子雕像、
艺体馆、朗读亭、新时代文明实践长

廊、图书馆、报告厅、共青团员活动
室、未来教室、微机室、美术活动室、
党员文明实践活动区、音乐教室、比
特实验室、少先队活动室以及位于
行政楼大厅的“VR校园”展示区。

该校高点定位，以教育信息

化为抓手，坚持内涵发展、特色发
展的思路。秉承“入则敬德修业，
出则弘毅笃行”的校训，保持“心
齐、劲足、实干”的精神状态，齐心
齐德，求实创新，大力推进素质教
育，得到代表委员们的好评。

张店区齐德学校：

市民代表进校园，近距离感受教育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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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青年教师专业素养，
促进青年教师专业化成长，近
日，潘南小学举办青年教师展示
课活动。同时，促进了学校教育
教学质量的提高，对推动学校教
育教学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 (赵婧)

近日，葛家庄幼儿园为一名
遭遇火灾的幼儿家庭举行了爱
心募捐活动。园内发起“手拉手

献爱心 送温暖”活动，老师
和家长们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小朋友们也拿出了自己的压岁
钱投入爱心募捐箱。 (苏云)

为弘扬师德风范，进一步提
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师德
修养，激励教师树立坚定理想信
念，培养仁爱之心，近日，荆山路
小学组织举行了“不忘初心,立德
树人”师德演讲比赛，争做人民
满意的好老师。 (孙静)

张店区潘南小学：

举办青年教师展示课活动

沂源县荆山路小学：

举行师德演讲比赛

沂源县悦庄镇葛家庄幼儿园：

举行爱心募捐活动
沂源县南麻中心小学：

举行广播体操比赛

为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培养
团结协作精神，增强集体荣誉感，
促进全面发展，日前，南麻街道中
心小学举行了第九套广播体操比
赛。让学生们释放了热情，缓解了
学习和生活压力，使学校阳光体育
运动深入开展。 (许波)

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及时准
确掌握学生体质发展动态，提高学
生整体身体素质水平，近日，鲁村
镇中心小学邀请鲁村镇医院医护
人员到校对全体学生进行健康体
检。同时，倡导学生增强自我保健
意识和健康观念。 (穆乃刚)

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

为学生健康体检

为更好地营造读书气氛，培养
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日前，中庄
镇中心小学举行了“我们一起读书
吧”快乐读书节启动仪式。让学生
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和父母一起阅
读。培养学生的读书兴趣，增进父
母孩子间的情感交流。 (孙宵晓)

日前，河湖中学在阶段性学
习检测中实施了“无人监考诚信
考试”教育活动。考试前所有同
学都递交了申请书，同时签订诚
信考试承诺书，从入场秩序、考
场纪律、诚信考试、考场卫生、爱
护公物等方面做出承诺。(王琪)

为让师生进一步了解消防基
本常识，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
自我保护能力，掌握对突发火灾的
应变、逃生技能，确保师生生命安
全及财产安全，近日，鱼龙中学小
学部组织全体师生开展消防安全
疏散演练活动。 (巩轩雨)

沂源县中庄镇中心小学：

举行快乐读书启动仪式

桓台县鱼龙中学小学部：

开展消防安全疏散演练

沂源县河湖中学：

举行诚信考试教育活动
沂源县埠村希望小学：

举行家长开放日活动

日前，悦庄镇埠村希望小学
举行了“家长开放日”活动。让家
长深入课堂了解教情学情、观摩
学校的大课间活动、观看学生自
主管理汇报展示。旨在让家长开
放日达到双赢效果，形成教育合
力。 (陈标 崔君玉)

为进一步增强学校师生安全
防范意识，掌握防护要领，提升应
急反应能力和逃生自救互救技
能，日前，韩旺中心学校举行了宿
舍消防安全演练，本次演练注重
实战，初中部全体住校生约450人
参加了演练。 (张希亮)

沂源县韩旺中心学校：

举行宿舍消防演练

为更好地了解学生家长对学
校教育的意见和建议，更好的采纳
民情民意，改进学校的工作，提升
教学质量，近日，高阳小学开展了

“知民情，解民意暨大家访”活动。
全体教师积极走村入户，了解各位
同学及家长的学习生活。 (闫肃)

日前，山东理工大学朱晓霞
教授到鲁村中学举行“献爱心”活
动。给同学们带来了一场英语盛
宴，鼓励学生们学好英语，提高阅
读水平，并把带来的三百多本图
书捐给学生，鼓励孩子们自立自
强，努力拼搏。 (韩艳艳 刘超)

近日，沂源县域第二组联片教
研活动在南麻街道中心园召开。县
学前教育管理中心、南鲁山镇、燕
崖镇、大张庄、南麻街道四个乡镇
的教研员、幼儿园教师参加。展示
了南麻街道中心园户外自主游戏
的组织与实施的经验。 (马福燕)

临淄区高阳小学：

开展“大家访”活动

沂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园：

举行县域联片教研活动

沂源县鲁村中学：

举行“献爱心”活动
沂源县中庄镇中心小学:

开展橡皮泥制作比赛

为丰富学生及教师的课余生
活，激发师生的创新热情，增强动
手能力。日前，中庄镇中心小学开
展橡皮泥手工制作比赛，让教师们
充分认识到学生身上蕴藏的巨大
创造力与创造热情，让学生在手工
制作的过程中陶冶情操。 (张芳)

近日 ,沂源四中组织开展了安
全工作典型案例警示教育活动。
该校收集近年来因违章作业、疏
忽大意、防护不到位、应急处置不
当等典型案例 ,制作成警示教育
宣传展板，使师生深刻认识到安
全事故的危害性。 (刘士春)

沂源四中：

开展安全案例警示教育

沂源县鲁山路幼儿园：

开展快乐运动教研活动

日前，鲁山路幼儿园开展以
“快乐运动”为主题的教研活动。
教师们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以
幼儿为主体，让幼儿在尝试、练
习、模仿、情境等多种方式中进行
运动，使幼儿真正达到了快乐运
动的效果。 (张宗叶)

高青三中：

开展师生优秀教学常规展评活动
为强化学校教学常规精细

化管理，扎实落实教学常规各
个环节，提升师生教学常规水
平和规范意识，切实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近日，高青三中组织
开展了师生优秀教学常规展评
活动。

本次优秀教学常规展评通
过级部及学科组层层评选，共
展出33位优秀教师，64位优秀学
生的常规材料，涵盖了初一至
初四各科名师的导学案、听课
记录、作业批改记录以及学生
作业本、改错本等。

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分级部
进行了参观学习，参观学习过
程中师生对优秀教学常规进行
了认真细致地翻阅和记录，并
不时交流自己在本次活动中的
感想和收获。

(王克锋)

中科院研究员

走进高青五中做科普讲座
日前，中科院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金能强教授到高青五中为学
生做电磁动力方面的科普讲座。
金教授以有趣的视频激发学生兴
趣，用互动形式引发学生思考，结
合简洁生动的课件，深入浅出地
把磁悬浮、超导技术等电磁学的

知识教给学生。
同时，所讲述的火车发展的

故事，特别是中国高铁的高速发
展，使学生受益匪浅。通过活动增
长了师生的科学知识，开阔了视
野，深入根植了师生崇尚科学、热
爱科学的信念。 (王冬)

淄博经开区傅家实验小学：

市级重点课题正式开题

日前，淄博经开区傅家实验
小学就市级重点课题《农村小学
家校协同育人课程的开发与实
施研究》召开开题报告会。

开题会上，课题主持人从选
题依据、国内外研究综述、核心
概念界定、研究目标、内容、思
路、方法、组织与分工、研究进
展、预期成果等方面向与会领
导、专家作了详尽的汇报。与会
领导、专家就课题的相关问题展
开热烈讨论，他们充分肯定了该
课题的选题、研究思路、前期准
备，并就课题的研究重难点、课
题界定、理论依据等进行了有效
指导，同时提出了建议。

(刘娟 徐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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