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验民俗风情 为让孩子们了解
民俗，体验乐趣，日前，沂源县荆
山路幼儿园开展了“传承民俗，温
情冬至”活动，让孩子们在快乐操
作中体验民俗风情。 (侯宇宁)

举行文艺汇演 日前，沂源县鲁
山路小学举行了文艺汇演活动。
该校重视学生艺术素养的提高，
开设了舞蹈、声乐、绘画等艺术社
团。 (王晗)

为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及自
我防范意识，日前，荆山路小学各
班级利用班会时间对学生开展了
假期安全教育活动。对学生小长假
在家的饮食安全、交通安全、消防
安全等进行教育，并强调疫情防护
的重要性。 (孙静)

沂源县龙山幼儿园：

自制玩具促孩子快乐成长

为让孩子能在积极主动的户
外活动中，得到健康快乐的发展，
日前，悦庄镇龙山幼儿园举行了

“自制玩具促孩子快乐成长”活
动。以“一物多玩”为切入点，师生
共同创新游戏玩法，让孩子们在
新、奇、趣中快乐健身。 (宋作梅)

沂源县荆山路小学：

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举行县物理教研活动 为提高教
师的课堂教学水平 ,日前 ,沂源县
教研室在沂源四中举行了初中物
理教研活动，全县60多名物理教
师参加了此活动。 (刘士春)

禁毒教育活动 为提高学生的禁
毒意识和拒毒能力，推动青少年
毒品预防教育工作，近日，沂源县
鲁山路小学举行“无悔青春健康
生活”的禁毒教育活动。 (王晗)

拔河比赛 为了增强体质，提高
学生的免疫力。近日，沂源县西
里中学举办了一系列体育比赛
活动。上图为初一学生正在进行
拔河比赛。 (耿子英)

沂源县南麻教体办：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教育

为加强辖区内中小学生、幼儿
安全教育，近日，南麻教体办组织
了“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安全专题
会，制定下发了《2020年中小学预
防一氧化碳中毒工作通知》，并跟
各学校签订了2020年中小学、幼儿
园冬季安全责任书。 (程维刚)

为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
学能力，日前，悦庄镇埠村希望小
学开展了教师课堂教学全员听评
课活动。本次听评课活动，营造了
全校教师间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
学习氛围，为全面提升教学质量夯
实了基础。 (崔君玉)

沂源县埠村希望小学：

开展教师听评课活动

近日，悦庄镇中心小学利用
升旗仪式，向全体队员发出“坚定
理想信念，创造美好人生”的倡
议。希望全校少先队员刻苦学习，
坚定理想信念，努力成长为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
班人。 (齐麟)

沂源县悦庄镇中心小学：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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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沂源县南麻中心小学召
开了全校学生家长会。对于本次家
长会，每个班级都做了精心准备。
有学科教师的“讲解分析”、有优秀
家长的“现身说法”。家长们获得了
许多具有参照性、可操作性的家庭
教育方法。 (王明英)

沂源县振兴路小学：

开展书写粉笔字活动

为提高老师们的书写质量，让
老师们更好地书写粉笔字，近日，
历山街道振兴路小学开展了书写
粉笔字活动。活动分三部分：现场
示范培训活动、摩拳擦掌展示活
动、才艺大比拼活动。增强了教师
们练习粉笔字的热情。 (黄晓艳)

沂源县南麻中心小学：

召开全校学生家长会

沂源县鲁山路幼儿园：

开展创意美术展示活动

为更好地彰显幼儿园的美术
特色，让孩子们在创作的过程中

“享受艺术、快乐成长”，日前，鲁山
路幼儿园开展了“创意美术”特色
教育成果展示活动。启发幼儿丰富
的想象力，培养幼儿的绘画技能，
促进幼儿的个性发展。 (张宗叶)

为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养
成节俭的好习惯，近日，沂源四中
在每个教室的卫生角都放了几只
塑料桶，开设“绿色回收站”。各班
卫生委员定期将回收物品“变
卖”，作为班费为班级服务。

(刘士春)

沂源四中：

开设“绿色回收站”

为增强师生在火灾、地震等危
机情况下正确处理突发事件的能
力，日前，悦庄镇埠村希望小学组
织了全体师生防震应急疏散演练。
今后还将加大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不断提高师生应对突发事件的能
力，打造平安校园。 (崔君玉)

沂源县埠村希望小学：

组织防震应急疏散演练

近日，南麻教体办在小学开展
冬学读书交流会活动。制定下发了

《冬学读书交流会活动通知》，要求
各学校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地
读书交流活动，引导学生明白读书
的意义、方法，调动起学生参与读
书活动的积极性。 (李峰云)

沂源县南麻教体办：

开展冬学读书交流会活动

沂源县悦庄镇中心小学：

重视学生课外阅读

本学期，悦庄镇中心小学重
视学生课外阅读。积极营造阅读
氛围，鼓励学生每天积极利用闲
暇时间读书。每到课间时分，校
园内总会看到学生三五成群认
真阅读的身影，充分享受到阅读
的快乐。 (齐麟)

近日，沂源四中开展听课、评
课活动。旨在全面提高课堂教学效
果和教师的业务水平。无论从讲课
情境的创设到新知识的探究、练习
的设计等都体现了教师的独具匠
心。老师们在反思中改进教学,提高
课堂教学效益。 （刘士春）

沂源四中：

开展听评课活动

为确保校园卫生安全，近
日，朱台镇高阳小学按照校园疫
情防控中关于消毒通风的预案
流程，按计划对校园再次进行全
面消毒通风。井然有序的消杀不
留死角、不留盲区，有效地控制
细菌、病毒的传播。 (任立辉)

沂源县埠村希望小学：

开展资助政策宣传活动

为把政府的温暖与关怀送到
千家万户，近日，悦庄镇埠村希望
小学积极开展了“学生资助政策
宣传月”活动，扎实做好贫困生救
助工作。使学生、家长、教师等社
会各界对学生资助政策有了更加
深入的了解。(宋卫雪 崔君玉)

临淄区高阳小学：

进行校园消毒通风

沂源四中：

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日前，沂源四中结合学校实
际,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实
践活动；成立学校心理驿站；整合
资源,强化教育效果等措施。规范
运作机制,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抓细抓牢。 (刘士春)

日前，振兴路小学举行班级
之星展示活动。通过此活动，在
校园内形成良好的氛围，让学生
们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自觉地
纠正自身存在的错误。进一步学
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礼仪，提
升自身素质。 (黄晓艳)

沂源县振兴路小学：

开展班级之星展示活动

为进一步培养学生认真完成
作业的良好习惯，提高书写能力
和作业质量，近日，沂源三中举行
了学生作业展评活动。作业展评
活动充分展示了学生个性，为学
生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
的机会。 (江秀德)

沂源三中：

举行学生作业展评活动

日前，悦庄镇中心小学开展了
“家长代表看校园变化 提意见建
议”活动。让一百五十余名家长代
表分两批次，走进校园、走进教室、
走进学生活动场地，近距离感受学
校变化，为学校当前工作查找问
题，为未来发展献计献策。 (齐麟)

沂源县悦庄镇中心小学：

开展家长进校园活动

沂源县鲁山路小学：

开展智慧父母课堂活动

为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质量，
日前，鲁山路小学邀请县优秀家庭
教育指导师谭玉玲老师到校做了

“智慧父母课堂”讲座活动。让家长
们明白自己的责任，树立正确的家
庭教育理念，真正懂得如何引导孩
子卓越成长。 (杜贞艳)

近日，沂源四中举行了“家长
开放日”活动。让家长走进课堂，
观摩了语文、数学和课间操,并参
观了学生的课堂作业和阶段检测
情况，并就如何培养孩子良好学
习习惯与家长面对面进行了细致
的谈心交流。 (刘士春)

沂源四中：

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

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近日，南麻教体办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专题活动。组
织师生观看纪录片《为了和平》，
各班级召开主题班队会，讲述英
雄事迹。并将爱国教育有机融入
课堂教学与生活中。 (韩秀丽)

沂源县南麻教体办：

开展爱国主义专题教育

日前，新城路小学开展了
“庆元旦，诵经典”活动。各班活
动以诵读、表演、歌唱等多种形
式演绎中华经典，表达古典诗词
的文化内涵，传承中华五千年的
灿烂文化。激发了师生诵读经典
的热情。 (周颖 董仕雪)

沂源县新城路小学：

开展庆元旦诵经典活动

高青三中：

举办首届班主任工作论坛

日前，高青三中举办了首届
班主任工作论坛。五位老师分别
从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结合自
身特点以及所任班级孩子们的个
例情况进行了生动的论述。参加
人员有相关处室主任、全体班主
任及参加工作五年内年轻教师。

(樊武田)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
德素养，增强学生的爱校护校意
识，培养学生们良好的文明行为
习惯，近日，潘南小学开展了“净”
校行动主题教育活动。营造了共
同维护干净整洁校园学习环境的
良好氛围。 (高俊锋)

张店区潘南小学：

开展“净校在行动”活动

近日，高青县初四物理毕业
年级复习研讨会在高青五中举
行。结合当前初四物理教学实
际，各校代表以说课的形式对承
担的教学内容进行解读，对预设
的学习活动进行展示。县初中物
理教研员就重点内容和学习活
动提出指导建议。 (王冬)

高青县教育特色研讨会

在高青五中举行

临淄区桐林小学：

开展预防毒品教育活动

为充分发挥学校在毒品预防
教育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使广大
学生认清毒品的危害，进一步增
强防毒、拒毒意识，增强自觉抵制
毒品侵袭的能力，日前，朱台镇桐
林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了毒品
预防教育系列活动。 (国波)

沂源三中：

开展家访活动

为让家长了解孩子在校的生
活学习情况，使家长与教师得到更
好的沟通，近日，沂源三中开展了
家访活动。走进学生的家庭，了解
孩子的成长环境及生活经历。并与
家长亲切交流，对不同的孩子提出
相应的教育方法。 （江秀德）

近日，沂源四中开展冬季家访
工作。老师们利用中午、下午下班
时间和周末时间到学生家中进行
家访，与家长们倾心交谈，深入了
解并详细询问学生的家庭情况，找
出孩子出现问题的症结，和家长探
讨教育孩子的方法。 （刘士春）

沂源四中：

开展冬日家访活动

为增强学生的交通安全观念，
提高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日前，
朱台镇高阳中心小学在全校各班
开展了以“交通安全”为主题的班
会活动。用课件向同学们呈现生动
的案例，结合实际给同学们敲响了
交通安全的警钟。 (王希新)

临淄区高阳中心小学：

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沂源县鲁山路小学：

举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为推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的开展，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
水平，营造全校关心学生心理健
康的氛围，培养和提高学生面对
挫折的能力，学会释放压力，近
日，鲁山路小学开展了以心理健
康教育为主题的班会活动。

（王晗）

沂源县南麻中心小学：

开展小学数学口算比赛

为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培
养良好的计算习惯，为学生搭建
展示、学习、交流的平台，促进学
生数感的全面提升，日前，南麻
中心小学举行数学计算能力竞
赛活动。希望通过训练、竞赛，提
高学生计算正确率、计算速度。

(苏圣婷)

淄博经开区傅家实验小学：

获评市传统文化示范校

为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日前，淄博市教育局在全市
中小学开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示范校评选活动，淄博
经开区傅家实验小学被评为

“淄博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示范校”。 (王超)

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校，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切实加
强学校反腐倡廉建设，日前，桐林
小学召开党风廉政会议。学校支
部要求各主任真正把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
手上、落实在行动上。 (国波)

临淄区桐林小学：

召开党风廉政会议

为密切家校联系，增进学校与
家庭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了解，形成
教育合力推进学校建设、促进学生
发展，近日，振兴路小学举行了学
校家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充分调动
家委会成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 (任振华)

沂源县振兴路小学：

举行校级家委会换届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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