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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艳丽：

建师生幸福校园，办人民满意教育
记者 张超 通讯员 李慧

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在市区两级主管部门的大力
支持和殷切关怀下，全体新城人

“担当作为、狠抓落实”，秉承“五
育并举、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
践行“团结奋进 奉献创新”、“爱
生敬业 乐教勤研”、“乐学善思

自主合作”、“尚德博学 励志
笃行”的三风一训，努力办人民满
意的教育。先后被评为全国象棋
特色学校、聊城市优秀少先大队、
区健康促进学校等。在全体新城
人的共同努力下，新城小学这所
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给周边人
民群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学校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德育教育内
涵，不断创新德育方式方法。树立
全员育人意识，探索学校德育工
作新模式，构建学校、家庭、社会

“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学校成
立了名师工作室，大力实施青蓝
工程，开展扎实有效的名师带徒
活动，引领青年教师成长，激发教
师活力，促使教师不断完善自己，
全力打造学习型、高素质、专业化
的教师队伍。

伴随着“双减”和“五项管理”
政策的落地，学校遵循学生身心

发展规律，积极落实“双减”政策，
强化“五项管理”，让教育回归育
人本质，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
护航。

学校充分发挥课堂主阵地的
作用，让“双减”与“提质增效”相
辅相成，遵循教育规律，坚持规范
办学，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开
足开齐各类课程，优化作业设计，
形成了“常规作业、特色作业、实
践性作业”相结合的作业体系，增
加作业的实践性、操作性、趣味
性。同时积极组织古诗擂台赛、美
文诵读比赛、汉字书写大赛、优秀
作业展示、科技节、艺术节等活

动，努力拓展智育途径，切实提升
智育水平。

多年来，学校一直把学生良
好习惯的养成作为学校全面工
作的切入点，把每学期开学的第
一周定为“立规养习周”；不定期
对各种行为习惯进行抽查评比
等，从细节抓起，从小事抓起，以
多种有效的方式引导学生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和行
为习惯。

同时，充分发挥校内建有劳
动实践基地的优势，将“以劳健
体”的理念贯彻到劳动实践活动
中，担任劳动教育课的老师通过

带领学生在种植区和养殖区的劳
动实践，不仅保证了每周至少一
节劳动课，还有效保证了学生的
室外活动时间，开辟了增强学生
体质的新途径。

自2018年9月搬入新校区以
来，学校把每个周四下午的第一
和二节课，定为校本课程时间，广
泛动员全校教师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推进校本课程开发，本学期，
开设了架子鼓、古筝、篮球、羽毛
球、手工花、瓶子画等31门校本课
程，共组建了39个社团，

按照教育部、省、市、区级教
育主管部门开展劳动教育的部署
与要求，学校科学布局，整体谋
划，创建了占地约1500平米的劳
动教育实践基地，为全校每个班
级划分“责任田”，通过春种秋收，
让学生拥有劳动实践的舞台，在
劳动中了解自然之节律，感受农
耕之不易，萌发对劳动者的尊重
和感恩。

为更好地引导学生热爱劳
动，帮助学生树立劳动和自立意
识，学校充分挖掘家庭劳动教育
资源，积极开展21天技能养成活
动；同时，在校内通过每天的值
日、每周一次的卫生大扫除，增强
学生爱校责任，提升同学们爱护
校园、清洁校园的意识；走进社

区，开展卫生清理活动，不仅锻炼
了学生吃苦耐劳的品质，更让学
生亲身体验义务劳动的光荣性和
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学校简介：东昌府区新
城小学位于聊城城区西郊，
是一所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学
校。前身是道口铺办事处邵
屯小学，占地约4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10个教
学班，教职工19人，学生300余
人。乘着东昌府区2017年“全
面改薄”项目的春风，经区委
区政府研究决定，学校在原
址南迁500米异地新建，更名
为新城小学，新校舍于2018年
9月投入使用。学校占地面积
29563平方米，总投资4431 .95万
元，总建筑面积12965平方米，
规模是30个班，可容纳1350名
学生。学校现有23个教学班，
学生920余人，教职工62人，本
科学历率100%。其中市级教学
能手7人，省级以上优质课获
得者6人，省级“一师一优课”
获得者5人，市级优质课获得
者15人，东昌名师1人，区级教
学能手26人，区级优质课获得
者40人。

新城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艳丽。

为增强学生的安全意
识 ，提 高 学 生 自 救 自 护 能
力，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6
月2 0日，东昌府区“防溺水
宣讲团 "走进东昌府区斗虎
屯镇中学，开展“防溺水”宣
讲活动。

活动伊始，斗虎屯镇中
学安全负责领导致辞，随后
宣讲团从身边鲜活的事例开
始讲解和分析，围绕“游泳的
注意事项”、“同伴落水如何
施救”、“不慎落水如何自救”
等方面展开宣讲，同学们聚
精会神，认真聆听学习。活动
最后，以知识竞赛的形式再
次强调了简单实用的救援方
法，同学们积极回答，踊跃参
与，收获满满！

通过此次宣讲，同学们
不仅学到了防溺水的安全常

识，还提高了处理突发溺水
事件的应变能力，增强了安
全意识，充分认识到安全的
重要性和生命的可贵，对提

高学生的防溺水安全意识起
到了积极的强化作用，做到
了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

(通讯员 宋玉昊)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东昌府区防溺水宣讲团”

走进斗虎屯镇中学

6月28日，东昌府区斗虎
屯镇中学开展了防汛安全隐
患排查工作。

校防汛排查小组首先查
看了学校教学楼的墙体防水
情况，又集中对车棚、排水管
道、明渠、地沟等进行了仔细
检查，对下水道的废弃物进
行了清理，保障了排水通畅。
对存在的安全隐患，排查小
组逐一登记，并制定隐患排

除方案，提出了具体的整改
措施，为校舍安全提供有力
保障。

同时，防汛排查小组又
对学校防汛物资品种、数量
等进行详细检查，确保防汛
物资“储得全、调得出、用得
上”，并明确了重点部位和危
险部位责任到人，强化相关
人员防汛应急知识，提高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工作中，斗虎屯镇中学
进一步加强责任落实，加强
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
严格执行汛期 2 4小时值班
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持续
优 化 信 息 报 送 机 制 ，做 到

“ 定 人 员 ，定 责 任 ，定 时
限”，实现问题早发现、早
解决，为创建平安校园不懈
努力。

(通讯员 宋玉昊)

东昌府区斗虎屯镇中学开展防汛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东昌府区斗虎屯镇中学

举行预防艾滋病主题讲座活动

6月29日，东昌府区斗虎屯镇
中学开展了“做诚信学生，建诚信
考场”主题教育班会活动。

班会上，各班主任以多种形式
讲解了考试作弊的危害：考试作弊
践踏了诚信理念，也助长学生不劳
而获、投机取巧的心理，会影响同
学们学习的积极性，干扰良好学风
的形成。通过诚信教育，学生们了
解到诚信对于学习、事业、交际的

重要性。会后，各班主任老师组织
班级学习并签订《斗虎屯镇中学学
生诚信考试承诺书》,进一步强化
考生诚信守纪意识。

通过召开诚信考试主题教育
班会，进一步强化了同学们诚信考
试的意识，引导了良好的考试和学
习风气，营造严肃诚信的考试氛
围。

(通讯员 宋玉昊)

近日，东昌府区斗虎屯镇中学
开展了全校学生作业展览活动。

经过各班认真推荐，教务处细
心审核，被评选出来的优秀作业集
中在学校综合楼一楼走廊里进行
展览，休息时间大家来到走廊里逐
一赏析，漂亮规范的书写和缜密细
致的答题过程赢得学生们的称赞。
当学生们看到自己的作业被展出，
一种自豪感在心中油然而生，从而

激励自己要把作业做得更加完美；
当看到别人的作业被展示，心中不
禁产生羡慕与赞美之情，今后一定
要奋起直追，努力争优。

此次优秀作业展评活动，对培
养学生良好的作业书写习惯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达到了“以展
促学，以展促优”的目的，为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通讯员 宋玉昊)

东昌府区斗虎屯镇中学

开展全校学生作业展览活动

东昌府区斗虎屯镇中学

开展诚信考试主题教育班会活动

6月17日，东昌府区斗虎屯镇
中学联合斗虎屯镇中心卫生院在
学校报告厅组织开展了艾滋病预
防教育知识讲座。本次讲座由秦广
荣校长主持，初二年级全体师生参
加了现场讲座。

讲座上，斗虎屯镇中心卫生
院医生以“生命至上，终结艾滋，健
康平等”为主题，通过讲述艾滋病
由来、临床症状、致病原因、传播途
径及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措施，让学

生思考如何防范艾滋病，交流自己
对艾滋病的看法。校团委通过征集
主题海报、开展主题班会、悬挂横
幅、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宣传视频
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向同学们普及
艾滋病防治的相关知识以及国家
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和措施。

此次活动从多个方面让同学
们了解艾滋病的防治知识，从而提
高自身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

(通讯员 宋玉昊)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近年来，聊城全市上下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为充分展现聊城教教体事业改革发展的

生动实践，展示学校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校长风采，传递好聊城教体声音，《校长说》栏目通过图文、视频专专访、直播连线等形式讲述
办学历史，交流办学特色，阐释办学理念，分享办学经验，聚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共话聊城教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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