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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一中举行“放飞梦想”主题活动
日前，高青一中分学部举行

“放飞梦想”主题活动，学校班子
成员、高三全体师生、高一高二
学生代表参加活动。

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活动
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激昂的国
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师生齐
唱国歌，声音铿锵有力。面对祖
国托付，面对青春梦想，他们目
光坚定，豪情满怀。

活动中，高一年级学弟学妹
为高三学哥学姐献上“圆梦高
考，再创辉煌”为主题的手抄报、

海报，“高考必胜”“金榜题名”等
祝福应接不暇，期盼高三学哥学
姐在高考中再创佳绩。高二年级
学弟学妹将祈盼成功的红绸带
高挂在榉树等树的枝头，绸带上
写满了对高三学哥学姐的祝愿，
祈盼他们再次写就辉煌。

相关负责人代表学校进行
国旗下讲话，对高三学子提出了
殷切的期望，希望他们强志增
信，无惧无畏，以五月的再拼搏，
实现梦想在六月的绽放。

伴随着放飞梦想的指令，高

三学子将承载梦想的纸飞机奋
力投出，纸飞机在天空划过，所
有的顾虑也一并带走。在阵阵欢
呼声中，学校领导与学子们一起
放飞了象征希望和梦想的五彩
气球，五颜六色的气球就像五彩
斑斓的梦想，放飞希望，放飞梦
想。

本次活动的举行，旨在让高
三师生释放压力，调适心态，增
强信心，在三轮备考的航程中科
学、扎实地走好每一步，勇敢迎
接六月大考。 (杨长冰)

经开区铝城一中初中部举行新教师过关课展示

为促进新教师的专业成长，
提升新教师的业务素质，充分发
挥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近
日，铝城一中初中部开展了新教
师过关课暨双师课堂展示课活
动。

活动中，初中部新教师认真
贯彻新课标理念，仔细研读教材，
以“三课型五环节”为指导的学案

导学模式为切入口，贯彻落实“学
为中心，素养为本”教育理念，自
主进行教学设计，精心制作学案、
课件，再由结对导师把关，进行了
教研组内磨课。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校级过关课展示。在校级过关
课展示过程中，新教师们在交互
式教学系统的环境下，充分挖掘
希沃白板功能，进行了双师课堂

教学，为大家呈现了一节节充满
青春活力又精彩纷呈的过关课。

校领导和教师通过淄博市交
互式教学系统平台积极观课。过
关课结束后，学校通过多种方式
对此次新教师过关课进行点评。
希望新教师能通过过关课活动，
多研究、勤实践、常反思，早日成
长为优秀教师。(王立水 毛金芳)

高青三中开展节约用水宣传周

为强化学校师生的节水意
识，养成节水习惯，增强保护水资
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建设节约
型校园，近日，高青三中组织开展
了“节约用水 从我做起”的节水
宣传周活动。

学校充分利用升旗仪式、电
子显示屏、黑板报、宣传栏及QQ

群、微信群等，加强节水宣传，营
造“节约用水光荣，浪费水资源可
耻”的浓厚氛围。通过开展节约用
水主题班会，以视频图片等方式，
展示了地球水资源状况，水污染
的来源及危害性，严重性，让学生
更为直观地感受珍惜水资源的重
要性。 (王成成)

张店区齐德学校(小学部)举行开题论证活动

为进一步规范课题研究管
理，切实有效地指导教师顺利开
展课题研究，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近日，齐德学校(小学部)举行了
区级课题开题论证会。

据悉，本次活动由张店区教
育研究中心领导、齐德学校(小学
部)科研主任作为本次开题论证
会的点评专家，为课题的开展把
脉研究方向，指导研究策略。齐德

学校(小学部)的五位课题组负责
人马文玉、李晖、李文萍、刘倩、王
倩倩从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
研究现状、研究主要内容、研究方
法、步骤、预期成果等多个方面进
行了详细阐述。两位课题专家针
对课题报告中研究内容、研究方
法和分工实施等方面进行了充分
论证，并给予了进一步的修改建
议。 (王灵凤)

张店区潘南小学线上培训夯实队前教育

近日，潘南小学召集一年级
各预备中队辅导员参加了分批入
队线上培训会。

会上，学校对《关于构建阶梯
式成长激励体系，增强少先队员
光荣感的指导意见》进行了详细
解读，对队前教育“六知、六会、一
做”做了具体阐述，队前教育的过

程性评价以及入队仪式基本流程
也逐一做了讲解。同时，针对如何
佩戴红领巾、敬队礼、呼号、唱队
歌等内容，学校也进行了一一培
训指导，进一步提高了辅导员自
身素质和业务能力，切实加强了
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

（张继滢）

沂源县韩旺中心学校

开展阅读放飞梦想活动

为开拓学生视野，让学生获
得丰富的文化知识，近日，韩旺中
心学校开展了“读书伴我成长
阅读放飞梦想”的读书活动。让

《神笔马良》《七色花》一篇篇美
文，“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借光”

“囊萤映雪”助力同学们插上翅膀
实现美好的梦想。 (张希亮)

淄博经开区傅家实验小学

举行防震应急疏散演练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工
作，提高防灾避险、自救防范能
力，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日
前，傅家实验小学举行了防震应
急疏散演练活动。应急疏散总用
时1分43秒。同时让同学们在活动
中进一步熟悉了逃生疏散路线。

(徐森)

淄川区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学校

开展党员开放式组织生活

近日，淄博市民政局一行28
名党员到淄川区中小学社会实践
活动学校开展组织生活。党员们
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展示，视频播
放等形式，现场学习了太河水库
建设中的感人事迹，旨在弘扬“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无
私奉献”的精神。(魏志强 赵金)

经开区铝城一中

开展青春期健康知识讲座

为让学生们了解青春期变
化，以积极健康的心态迎接青春
期的到来，作为学校“5·25”心理
健康教育月的一项重要内容，近
日，铝城一中初中部德育处分男
生、女生开展青春期健康知识讲
座。引导学生正确面对青春期的
困惑。 (王立水 丁影影)

沂源县振兴路小学

开展防溺水教育活动

为进一步增强全校师生的自
护自救意识，有效提升防范应对
能力，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确保
校园和师生汛期安全，近日，振兴
路小学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了以

“生命至上 预防溺水”为主题的
安全专项教育活动。 (任振华)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探寻自然教育活动

近日，淄川区实验幼儿园开
展了探寻薄荷自然教育活动。带
着问题，孩子们走进了薄荷的世
界。孩子们通过敲打薄荷、煮制薄
荷、制作薄荷香包，了解薄荷的味
道是从叶片散发出来的以及薄荷
在生活中的用途。 (马洪玉)

张店区潘南小学

组织师生观看科普节目

为全面推进防灾减灾知识和
技能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师生们
在自然灾害中的自我保护能力，
日前，潘南小学组织全体师生观
看由淄博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淄博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推出的

《主播带您“云游”淄博应急科普
馆》科普节目。 (李营)

沂源县韩旺中心学校

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近日，韩旺中心学校开展了以《绿
色生活变废为宝》为主题的综合
实践活动。各年级分别设定了活
动小主题，教育大家进一步认识
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张希亮)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节气课程沙龙活动

为提升教师的课程意识，将
节气文化融入到学校生活中，日
前，淄川区实验幼儿园开展了节
气课程沙龙活动。通过提问的方
式，老师与孩子们一起探讨了有
关节气的认识和感受。 (马洪玉)

沂源县振兴路小学

开展书香学生评选活动

为扎实推进阅读活动开展，
大力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的浓厚氛围，日前，振兴路小学开
展了书香学生评选活动。活动的
开展充分激发了学生的阅读热
情，推进了学校书香校园的建设
与发展。 (任振华)

高青县木李学区中心幼儿园

开展草莓采摘教育活动

近日，木李学区中心幼儿园
开展草莓采摘教育活动，活动使
幼儿体验了采摘的乐趣和丰收的
喜悦。该园充分发挥幼儿园本土
资源，丰富了教学活动内容，也让
幼儿在采摘的同时懂得了分享、
谦让。 (刘英春)

张店区潘南小学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为帮助学生及时了解心理
状态，学会自我调节，近日，潘南
小学利用班会时间组织全体学
生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通
过本次活动，孩子们的幼小心灵
得到净化，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孩
子们的心理素质。 (黄飞)

沂源县荆山路小学

召开防溺水教育部署会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溺水风
险也逐步提高。为预防学生发生
溺水事件，提升学生防溺水知识
和自救能力，近日，荆山路小学组
织召开了防溺水安全教育专题部
署会，对活动的开展提出具体安
排和要求，落实了相关处室和责
任人的职责。 (孙静)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近日，
沂源县荆山路小学党支部开展

“学理论、悟思想、见行动”主题党
日活动。 （张丹丹 赵宝玉）

举行爱心义卖活动 近日，
沂源县荆山路小学开展“红领巾
共建希望小屋”爱心义卖活动。

(杜青青 孙静）

沂源县韩旺中心学校

举行劳动实践活动

为让学生树立劳动观念，养
成热爱劳动的习惯，日前，韩旺中
心学校开展了以“劳动教育”为主
题的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同学们
要尊重劳动者，树立热爱劳动的
观念，引导学生在家要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张希亮)

淄川区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学校

开展优质录像课评比

近日，淄川区中小学社会实
践活动学校举行优质录像课评选
活动。评选围绕综合实践课目标
任务，要求突出活动重点，优化教
学设计，注重各个教学环节，强调
课程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丰富课
程内涵。 （魏志强 赵金）

沂源县历山街道学区开展线上交互式教研活动

为落实历山街道学区“规范、
特色、名师、质量”八字理念，依托
特色发展，进一步推进教育发展
突破提升，推动认知迭代，深化思
想赋能，实现提质增效的教学目

标。近日，历山街道学区利用“交
互式在线教学系统”开展了“一主
一翼全域协同”线上交互式特色
教研活动。

本次活动主会场设在荆山路

小学，振兴路小学和鲁山路小学
设分会场，通过空中课堂网络教
研方式观摩课堂教学。相关教师
在线观看学习并进行了线上研讨
和线下量表评价。 (孙静)

沂源二中：巧用课间十分钟，答疑解惑

近期，在沂源二中出现了这
样一道靓丽的风景：课间，在教
室、走廊、办公室等区域，许多同
学争先恐后地向各科老师请教。

如何服务好学生，解决他们
学习上的困难，沂源二中的老师
们给出了答案。他们自发利用课

间休息时间为学生答疑解惑，辅
导功课。

一直以来，沂源二中把教学
质量放在学校工作的中心地位，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学有所得、学
有所成，是每一位沂源二中老师
内心所坚持的美好愿望。

老师们自发利用课余时间与
学生进行交流，不仅对他们学科
上的问题及时进行释疑解难，帮
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而且还帮
助他们增强学习自信心，这也为
学校聚焦质量提升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闫艺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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