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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青年教师学习新模式，
领悟新理念，研究新教法，立足新

课堂达标，打造“高效高质”的课
堂，日前。高青二中特为青年教师
组织了新课堂达标比赛。

赛前各个教研组的老师基于
本学科课程标准，对本学段的教
材特点、学习目标、方法策略和课

程实施等进行了详尽的研讨，磨
课-研课-再磨课，力求打造一节
满意的课堂。

王珂瑶老师的《色彩的魅
力》、邢相菲老师的《明朝的对外
关系》、崔晓鹏老师《国家权力机

关》、郭昱老师《氧气二氧化碳的
制取》……每节课都是经过精心
准备，精彩不断的授课内容赢得
了评委老师们的一致好评。

这次新课堂达标活动，10名
青年教师都能够做到认真备

课，积极参与，将所学理念应用
到课堂之中。学科教研组组织
本教研组教师认真听课、评课。
充分展示了该校教师勤学上
进、善于钻研、爱岗敬业的治学
态度与工作精神。

为提高师生防溺水安全意
识，近日，沂河源学校邀请县水
利局专家进行防溺水专题讲座。
教育学生做到“六不”，尤其要教
育孩子遇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
拉手盲目施救，要智慧救援，立
即寻求成人帮助。 (吴志鹏)

沂源县沂河源学校：

举行防溺水专题讲座

近日，高青一中举办了“我心
向党，逐梦前行”校园文化艺术节
活动。活动的举办有利于发扬党
的光荣传统，同时激励学生坚定
理想信念，坚定积极向上、乐观向
上的精神，增强集体主义观念，构
建和谐校园。 (周进）

高青一中：

组织校园艺术节

为实现家校“无缝对接”，形
成教育合力，帮助学生健康、快
乐地成长，日前，杨坊小学召开

“家校携手同行，合力共育精彩”
家长会议。明确了家长的责任，
应该对孩子爱而不溺，严而不
厉。 (张超)

高青县木李学区杨坊小学：

召开家校共育会议

日前，铝城一中高中部开展
“捍卫祖国人人有责，强盛中华生
生不息”为主题的国防教育活动。
从国防的含义、国防教育的重要
性、国防武器、对学生的美好寄语
等方面，引导学生树立国防安全
意识。 （魏怀亮）

淄博铝城一中：

开展国防教育系列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的法制
教育，做好校园防欺凌工作，保
障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行，努
力打造和谐、平安的校园，近日，
振兴路小学开展了“校园防欺
凌”知识学习活动，提高学生预
防校园欺凌事件能力。（任振华）

沂源县振兴路小学：

学习校园防欺凌知识

为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减
轻家长负担，南麻中心小学本学
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工
作，有舞蹈、电子琴、书法、足球、
排球等多个兴趣社团，学生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

(武玉环)

沂源县南麻中心小学：

开展课后服务工作

为进一步增强消防安全意
识，提高学校消防志愿者初期火
灾扑救能力，日前，桓台县实验中
学组织开展了学校消防志愿者业
务培训活动，学校党总支书记、校
长张敬明和学校全体消防志愿者
参加了本次活动。 (王丽)

桓台县实验中学：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为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日
前，潘南小学开展“垃圾分类进
校园，共创美好家园”主题教育
活动。让师生们不仅深入了解了
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以及方法，更
明白了垃圾分类是一件关系到
每一个人的民生大事。（高晓倩）

张店区潘南小学：

举行垃圾分类教育活动

近日，高青三中在刚刚结束
的2021年高青县中学生辩论赛初
中组中荣获一等奖。高青三中辩
论队成员有五人组成:杨昕彤、成
永康、段王傲晴、刘雨晨、史梦奇。
由文国旗和徐茜两位指导教师负
责。 (樊武田 李曰强)

高青三中：

获辩论赛初中组一等奖

为增强学生爱眼、护眼意
识，近日，悦庄镇埠村希望小学
开展了“爱眼护眼”主题教育系
列活动。倡议学生从小做起，形
成健康的用眼卫生习惯。同时向
学生普及了过度用眼和不卫生
用眼的危害。 (崔君玉)

沂源县埠村希望小学：

开展爱眼护眼主题教育

为增强全体师生的安全防
范意识，近日，紫御城幼儿园组
织开展了“关注幼儿安全，共谱
安全乐章”为主题的安全教育系
列活动。并积极落实安全教育制
度，坚持安全教育每日一提醒并
认真做好。 (贾舒宇)

淄川区紫御城幼儿园：

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为增强师生健康意识，引导
青少年树立健康理念，在世界无
烟日期间，张店区实验中学东校
组织开展了以“承诺戒烟，共享无
烟环境”及“拒吸第一支烟，做不
吸烟新一代”为主题的校园教育
活动。 （杨静 刘文萍)

张店区实验中学东校：

开展无烟教育活动

为缅怀革命先烈，讴歌党的
丰功伟绩，激发幼儿热爱党、热
爱祖国的情感，日前，鲁村镇中
心幼儿园开展了“童心向党，筑
梦成长”主题活动。教育孩子们
心向党、听党话、做好社会主义
接班人。 (张士霞 伊爱玲)

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童心向党主题活动

为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近
日，韩旺中心学校向家长发放了

《关于预防学生溺水致全国中小
学生家长的信》，各班召开防溺水
主题班会，通过观看防溺水专题
教育宣传片等形式，学生们提高
了安全意识。 (张希亮)

沂源县韩旺中心学校：

举行防溺水安全教育

为提高学生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兴趣，近日，燕崖中学开展
了“端午情思、自制香包”端午节
主题课活动。老师向孩子们讲述
了有关端午节的由来和文化习
俗，使学生们加深了对端午节的
认识。 （陈作涛 杨希艳）

沂源县燕崖中学：

开展端午主题课活动

为进一步增强师生安全防
范意识，近日，北刘庄小学开展
防灾减灾主题教育活动。各班宣
传防灾减灾知识，营造良好的氛
围；安卫办组织师生进行防震逃
生演练。提高了师生对灾害的防
御和自救互救能力。（孙庆梅）

沂源县南麻街道北刘庄小学：

开展防灾减灾主题教育

一直以来，沂源二中高度重
视教学质量。老师利用课余时间
与学生进行交流，增加他们的学
习自信心，对他们学科上的问题
及时进行析疑解难，帮助学生提
高学习效率，为学校聚焦质量提
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念华)

沂源二中：

开展课间答疑活动

近日，西台幼儿园举行了
“展能力，秀风采”活动。通过活
动的开展让教育渗透日常生活，
给孩子一个锻炼的机会，挖掘一
个锻炼的空间，让孩子与同伴一
起快乐的成长。同时培养幼儿的
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张秀英）

沂源县南麻街道西台幼儿园：

举行展能力秀风采活动

为提高教师工作积极性，鼓
舞学生学习士气，日前，东高庄小
学举行“五年级学能表彰暨增效
提质动员会”主题教育活动。五年
级全体任课老师和学生参加了此
次动员会。活动提高了师生的学
习热情。 （张德刚）

沂源县南麻街道东高庄小学：

举行增效提质动员会

近日，振兴路幼儿园开展了
“孝敬父母，尊老我先行”主题系
列活动。通过敬老爱老活动，幼
儿了解了尊敬老人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要继承和发扬这个
优良的传统。并使敬老爱老成为
孩子们的自觉行动。( 宋以兰)

沂源县振兴路幼儿园：

开展尊老教育活动

为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
近日，新城路小学召开了家长委
员会会议。旨在密切家庭与学校
的联系，充分发挥家长对学校教
育、教学工作的参谋和监督作
用，协调好学校与家长的关系，
共同教育好学生。 (周颖）

沂源县新城路小学：

召开家长委员会大会

为增强幼儿的爱党爱国情
怀，日前，淄川区实验幼儿园邀请
淄博师专附属小学宣讲团到园为
大班小朋友讲红色故事。让孩子
们更加深刻，更加直观的感受英
雄的伟大，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朱艳丽）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传承红色经典教育

为增强师生的消防安全意
识，培养自救逃生能力，促进学
校平安和谐发展，近日，荆山路
小学组织全体师生举行了一次
安全应急疏散演练活动。提高了
师生自救互救的能力和抗击突
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孙静)

沂源县荆山路小学：

开展安全应急演练活动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激发学生学国学、诵经典的兴趣，
营造良好的国学学习和经典诵读
的氛围，日前，傅家实验小学举行

“国学小名士”比赛。点燃学生学
习国学知识的热情，增加学生的
文化底蕴。 （王佳佳）

淄博傅家实验小学：

举行“国学小名士”比赛

为调动幼儿锻炼的兴趣，增
强幼儿体质，近日，南麻中心幼
儿园举行了“我运动 我健康
我快乐”为主题的幼儿早操比赛
活动。比赛增强了孩子们的集体
荣誉感及对早操活动的兴趣。

(唐甜甜)

沂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园：

举行幼儿早操比赛活动

为强化安全教育，增强安全
防范意识，掌握防溺水知识技
能，提高自救互救能力，筑牢安
全防线，近日，赵庄幼儿园多管
齐下扎实开展预防溺水安全专
项教育活动，确保溺水事故零发
生，保证孩子安全。（郗目玲）

沂源县悦庄镇赵庄幼儿园：

开展预防溺水安全教育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引导
少年儿童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近日，傅家镇中心小学举办

“花开新时代，童心永向党”系
列活动。教育学生励志为实现
民族复兴中国梦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 （吴涛 李海铭）

淄博傅家镇中心小学：

举办花开新时代活动

近日，河湖中学开展了“夏
季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活动。
向全体师生宣传夏季防溺水教
育的基本知识，让每位师生从思
想上引起高度重视。召开主题班
会，引导学生了解溺水的危害。

(齐林)

沂源县河湖中学：

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

为丰富校园文化，展现学生
的精神面貌，近日，中庄中心小学
举行了趣味健身活动。这次趣味
活动设置单人跳绳比赛、踢毽子、
高年级跳大绳比赛等适合小学生
开展的健身项目，展现了小学生
活泼可爱的天性。 (孙宵晓)

沂源县中庄中心小学：

举行趣味健身比赛

近日，鲁山路小学举行了家
长交流会。旨在通过家校携手合
作，形成教育合力，为孩子的成
长保驾护航。同时，进一步更新
家长们的教育理念，融合教师与
家长的关系，齐心协力培养学
生。 （蔡静）

沂源县历山街道鲁山路小学：

举行家长交流会

爱国主义教育 近日，沂源
县鲁村中学党支部组织党员和学
生参观鲁村镇六一八战备电台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打卡初心
路活动。 （韩艳艳 刘超）

读书月活动 近日，沂源县
振兴路小学开展读书月活动。开
展了“师生共读一本书”“课前三
分钟”“讲好中华故事”等系列读
书活动。 (公伟伟)

亲子游园活动 近日，沂源
县鲁山路幼儿园组织了亲子游园
活动。让家长陪伴孩子度过一个
快乐、难忘、有意义的“六一＂儿
童节。 (张宗叶)

童心向党活动 日前，沂源
县鲁山路小学举行了“红领巾心
向党，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主题队
日活动。又有101名小学生加入中
国少年先锋队。 （黄丽丽）

世界微笑日教育 近日，沂
源县中庄镇中心小学开展了“让
我们嘴角上翘，用微笑释放善意”
教育活动。用微笑释放善意，与世
界和睦相处。 (张芳 房秀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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