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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教育

教教师师资资格格面面试试报报名名明明天天结结束束
已通过笔试的考生，请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报名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张
萍 ) 4日，记者从日照市教育
局获悉，山东省2013年下半年
中小学生教师资格面试报名
还剩最后2天。

据了解，2013年下半年日
照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
试)已于11月3日结束。本次考
试共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
中、中职文化、中职专业六个
类别32个科目，共有3135人报

名，其中报考幼儿园教师资格
514名、小学1330名、初中575名、
高中603名、中职文化课18名、
中职专业课95名。

笔试合格的考生可登陆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http://
www.ntce.cn/)进行面试报名，
网上报名截止到12月6日，网上
报名完成后，考生可于本月5日
-7日到日照市教育局办理资格
审核和报名信息确认手续，面

试时间为12月28日—29日。
此次面试将采取结构化

面试、情境模拟等方式，通过
备课 (或活动设计 )、试讲 (或
演示 )、答辩 (或陈述 )等环节
进行。主要考核申请人职业
道德、心理素质、仪表仪态、
言语表达、思维品质等教学
基本素养和教学设计、教学
实施、教学评价等教学基本
技能。

另外，幼儿园面试不分科
目；小学面试分语文、数学、英
语、社会、科学、音乐、体育、美
术等8个科目；中学面试分语
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
物、政治、历史、地理、体育与
健康、音乐、美术、信息技术等
13个科目。

面试结束后，考生可于2014

年1月15日后登陆“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网”查询面试成绩。

莒县阎庄初中

评选“星级学生”

本报12月4日讯(通讯员 王
世忠 记者 辛周伦) 开展“星
级学生评选”是新学期莒县阎庄
初中“规范班级管理、创新班级文
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开学以来，学校将“五星班级
创建”“星级学生评选”活动纳入
到规范化学校创建体系，培养学
生良好的行为习惯，提高学生的
文明素养和综合素质，有效提升
了校园文化建设内涵。

活动开展以来，一大批“星级
学生”“星级好少年”迅速成长起
来，班级文化建设成效显著。

五莲县供电公司

兑现“三亮”承诺

本报12月4日讯(通讯员 王
超) 今年以来，五莲县供电公司
进一步规范“彩虹共产党员服务
队”建设，充分发挥在供电抢修、
故障处理和志愿帮扶等为民服务
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是加强应急抢修服务。服
务队带头在重大保电、抗灾抢险
等紧要关头当先锋，对客户的紧
急服务需求在10分钟内回复、45

分钟内赶到现场处理。
二是加强客户侧应急服务。

遇有风雨雷电等特殊天气造成较
大面积停电情况下，积极帮助客
户解决实际困难。

三是积极为弱势群体提供帮
扶服务。为孤寡老人、残疾人、行
动不便客户、家庭困难客户，建立

“善小”客户服务档案，通过帮扶、
结对、定期上门服务、代办有关用
电业务。

日照中小学
评选30个后勤工作先进单位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张
萍) 4日，记者从日照市教育
局获悉，为了总结学校后勤工
作经验，提高学校后勤服务水
平和保障能力，日照市教育局
将在全市范围内评选30个学校
后勤工作先进单位和40名学校
后勤工作先进个人。

学校后勤工作先进单位
将从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
区县教育主管部门职能科室
中推荐，要求学校后勤基础设
施完备、配套齐全、布局合理、
管理规范、运转正常。另外，学
校后勤部门在近年来有关部
门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中均未
发现食品安全隐患，三年内未

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
学校后勤工作先进个人

从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区
县教育主管部门从事后勤工
作的在编在岗人员中推荐，
要求热爱后勤工作，爱岗敬
业、恪尽职守、勤俭节约、工
作严谨、操作规范，从事后勤
服务工作三年以上，能优质
高效地完成本职工作等。

据介绍，评选时将实行
“一票否决”。在推荐、审查
和公示过程中，若发现候选
单位及候选人在食品卫生、
校园安全、党风廉政等方面
存在问题，立即终止其参评
资格。

大学城“冬之韵”欢乐汇
上演英文版《孔雀东南飞》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赵
发宁 通讯员 胡金玲) 1日
晚上7点，日照大学城举办第一
届大学生“冬之韵”剧目欢乐
汇，各高校均派队参加，其中山
东水利职业学院学生用英文将

《孔雀东南飞》演绎成了一部喜
剧，博得喝彩。

1日晚上7点，在山东水利
职业学院行政办公楼一楼学术
报告厅里，随着欢快、动感的音
乐缓缓响起，日职舞蹈爱好者
协会的成员们表演了开幕舞蹈

《Dancing Queen》，日照第一届
大学生“冬之韵”剧目欢乐汇拉
开帷幕。

活动现场，山东水院水利
系的同学在老师的指导下，将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
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英语喜

剧，并增加了很多搞笑情节。
“这个剧目增加了一个

无厘头情节，也是高潮部分，
就是焦仲卿去刘兰芝娘家接
她回家的途中，被强盗打劫
了，后来焦仲卿跟强盗变成
朋友。在得知刘兰芝被逼嫁
给太守之子时，焦带领强盗
去抢亲。”剧情虽然有些无厘
头，但最有看点的是，大部分
台词都是用英语。“虽然有一
部分听不懂，但是这种形式
挺好的，能提高一下英语听
力。”大一学生说。

据活动主办方山东水利
职业学院工作人员介绍，此
次高校剧目汇演活动主要是
促进各校学生的英语交流，
营造一个良好的英语语言文
化学习氛围。

河山中心初中学生
学习正宗美式英语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许
妍 通讯员 李培学 安丰
顺) 12月2日，任教于曲阜师范
大学外语学院的美籍外教Miss
Joni Strohm走进河山中心初
中，这是河山中心初中自建校
来首度迎来外国客人。

Miss Joni Strohm用了一
上午的时间，与河山镇全镇
中小学英语教师进行了英语
教学研讨活动。

活动共分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Miss Joni Strohm走
进课堂，听取了一名英语老
师的汇报课，现场进行了指
导点评；第二阶段，Miss Joni
Strohm走进教室，与学生进
行了亲切互动，用纯正的英
语为学生们上了一节精彩的
英语课；第三阶段，Miss Joni

Strohm走进会场，针对学校
英语教师在教学中面临的困
惑进行了交流和指导。在校
期间，Miss Joni Strohm还参
加了学校的升旗仪式，为全
体学生做了精彩的演讲，并
提出了希望。

Miss Joni Strohm的到
来，为该校学生提供了英语
口语实践机会，也有助于提
高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

据介绍，自今年下半年，
河山中心初中先后于10月20

日组织200余名学生及家长到
曲师大参加“共同托起明天
的太阳”大型社会公益活动；
然后又于11月5日邀请区消防
大队到本校举行“119消防日”
应急疏散演练，拓宽了学生
的视野。

大开眼界
11月29日上午，日照开发区大岭小学三年级两个班的学生

们来到日照市博物馆。这些农村孩子又学到了新知识。
据介绍，此次参观活动是由日照市外国语学校的两位支教

老师组织的，参观完博物馆后，学生们还到日照市外国语学校参
观学习了一番。

本报记者 许妍 摄影报道

“舞动青春”
北京路中学2013级近日成功举行了“舞动青春”广播操暨队

列队形比赛，2013级1200余名同学参加了比赛，这次比赛是北京
路中学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此次比赛内容分为队列队形、七彩阳光广播体操两
部分。最终评选出了一等奖2个，二等奖5个，三等奖7个，优胜奖2

个。 本报记者 张萍 摄影报道

“精品社团”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丰富学生的第二课堂，东港区
教育局近日组织举办2013学年“精品社团”观摩评选活动，来自
全区18所学校的25个精品社团参加评选。东港区全区各镇中心
初中、街道中心小学、区直各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少先队辅导员
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报记者 许妍 通讯员 殷爱堂 摄影报道

30 所农村学校

完成食堂改造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彭彦
伟 通讯员 刘西伟 ) 3日，记
者从日照市食品药品监督局获
悉，2013年度放心学校食堂建设
项目进行现场验收，经实地检
查，首批30所学校食堂升级改造
任务已全部完成。

日照市食品药品监督局联合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制定下发了
日照市农村中小学放心食堂建设
项目实施方案，决定利用暑假期
间，对加工场所、操作流程、设施
设备、就餐场所进行改造升级。

同时，对食堂的选址、加工布
局设计、操作流程布置、设施设备
配备、食品安全制度建设等进行
了全面细致的验收。下一步，日照
市将继续推进农村中小学放心食
堂建设，确保农村学校师生就餐
安全。

笔试合格的考生可登陆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http://www.ntce.cn/)进行面试报
名，网上报名截止到 12 月 6 日，网上报名完成后，考生可于本月 5 日-7 日到日照市教
育局办理资格审核和报名信息确认手续，面试时间为 12 月 28 日— 29 日。

五莲三中举办

2013年科技节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张萍

通讯员 秦全玲 ) 为提高学
生创新意识，展示学生科学素
养，12月1日，五莲三中举办了一
年一度的科技节。

据了解，本届科技节历时8

天，主题是“创新、探索、成才”，
活动项目主要有专题讲座、科技
创意金点子大赛、师生创意作品
制作大赛、科普系列校本课程展
示、手抄报大赛等。

五莲三中重视学生的科技
创新能力，以科技节为平台，以
活动开展为强化推进，形成了科
技教育长效机制。目前，该校已
获国家发明专利5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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