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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个个元元旦旦可可以以不不止止休休一一天天
“拼假族”晒出元旦五天、九天小长假拼假方案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程
凌润) 26日，莱城区教育局下
发关于做好元旦、春节及寒假
期间校园安全工作的通知，要
求莱城区各学校、民办幼儿园、
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学校安全隐
患排查，切实加强校园治安防
范，严防校园踩踏事件发生。

莱城区教育局要求各单
位、学校(幼儿园)开展学校安
全隐患排查和整改情况的“回
头看”活动，重点对学生宿舍、
食堂、锅炉房、图书馆、实验
室、煤气燃气设施、供电设施、
电梯、储藏室、危险品仓库等
重点要害部位进行排查梳理，
对查出的安全隐患，能立即整
改的要采取措施迅速整改到
位；对一时无法整改的，要严
密防范和监控，确保不出任何
问题。

莱城区各单位、学校(幼儿

园)要切实加强校园及周边治
安防范，严格执行门卫值班制
度，严格落实幼儿园接送制
度，严格控制外来人员无故进
入校园，严防伤害事件发生。
还要在学生上下课及放学期
间，安排领导和教师分布在各
楼层值班，及时提醒、疏导和
保护学生，人数较多的学校可
以推行“错时制”放学，适当错
开各年级学生放学时间，严防
校园踩踏事件发生。

同时，学校还要对接送学
生车辆严格进行监督，切实杜
绝违法、违章车辆超员、超速
接送学生，并进一步加大对食
堂的监管力度，狠抓食品采
购、贮藏、加工、销售等环节，
严格落实食品采购索证索票、
入库验收和食品留样等制度，
并定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切
实保障师生饮食卫生安全。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张文娟) 2013年12月11日，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2014年
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通
知》中，2014年全年假期依然维
持11天不变，春节、五一和国庆
通过调借相邻周末形成长假，
其余假日都是“赶上哪天放哪
天”的假期安排引来了许多网
友和市民的热议。

按照日前国务院发布的放
假时间安排,2014年元旦假期安
排为2 0 1 4年1月1日星期三元
旦，放假1天，不调休，仅在当天
放假。这让以往过惯了元旦3天
小长假的上班族直呼“不适
应”。而一部分“会拼假”的年轻
人却很淡定，他们声称以往可
以将元旦3天假变成6天长假，
现在依然可以“拼”出长假。只
要利用两天年假，元旦凑出5天
的假期不成问题。

在青岛工作的莱芜人刘女
士说：“对于我们在外工作者来
说，这样的假期安排有些不合
理。短时间的休假根本无法探
亲回家。”刘女士说，宁愿像以
前一样串休也不想元旦就放一
天假期。有如此想法的不仅刘
女士一人，莱芜某公司的职员
小王也告诉记者:“像以前一样
放假可以把周末和节假日连在
一起 ,不仅可以趁元旦回家探
亲,短途旅游也可以轻松实现。
可是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

店’的一天假期啥也干不成。”
26日，记者了解到虽然许

多单位和企业员工都只有一天
的假期，但是学生们却有着串
休的“特权”。在张家洼二中上
初二的小赵同学高兴地说：“元
旦我们放三天假，真好！”原来，
今年莱芜市教育局办公室在
2014年全市中小学公共节假日
安排原则上，按照《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2014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的通知》，将元旦假期调整为1

月1-3日休息，1月4、5日上课。
“这样放假我们还是可以接受

的，如果上两天课放一天假再
上两天课，很难让学生静下心
来学习。”家长亓先生说。

学生可以“光明正大”地享
受元旦三天小长假的同时，不
少“拼假族”也纷纷晒出2014年
元旦拼假攻略：2014年元旦放
假1天，若在今年12月30日(周
一)、31日(周二)请假两天，即可
与今年的最后一个周末相连，
形成“2+2+1”的5天小长假。“今
年还有三个年假没休，再跟同
事调换个班，就可以凑成一个
元旦长假了。”莱钢职工曹先生

说，这个元旦准备跟爱人回临
沂老家陪陪父母。曹先生的爱
人休双休，再请两天的假就也
可以享受一个5天的假期了。

莱芜某网店工作人员岳女
士告诉记者一个更强悍的拼假
方案，元旦前两天和元旦后两
天都请假，再把前后两个周末
连起来，竟然能拼起一个9天的
长假。“我们公司一个月给出四
天休假时间，根据个人情况自
己申请。我打算攒着这四天跟
元旦一起休，就可以回潍坊娘
家小住几天了。”岳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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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程凌润) 25日，记者从莱芜市
教育局获悉，2014年全市中小
学假期安排已经新鲜出炉。其
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寒假时间为
2014年1月17日至2月16日，普通
高中学校寒假时间为2014年1

月24日至2月14日。假期期间，
学校不得组织学生集体到校上
课、补课或统一组织自习，莱芜
市教育局将严肃查处教师有偿
家教。

莱芜市中小学校公共节假
日安排原则上按照《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2014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执行，寄宿制学校的
部分节假日可按以下方案调
休，其中元旦假期为2014年1月
1-3日，1月4、5日上课，春节假
期则在寒假期间。

2 0 1 4年莱芜市中小学寒
暑假时间安排方面，莱芜市义
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和初中学
校寒暑假共有12周84天，普通
高中执行山东省统一寒暑假
时间，共有10周70天。其中，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寒假共 4

周，具体时间为2014年1月17日
至2月16日(农历为2013年腊月
17日至2014年正月17日),2月17

日开学；暑假共8周，具体时间
为2014年7月4日至8月31日(含
农忙假期)，9月1日报到，9月2

日开学。普通高中执行全省统
一寒暑假时间，寒假共3周，具
体时间为2014年1月24日至2月
14日 (农历为2013年腊月24日
至2014年正月15日 )，2月17日
开学；暑假共7周，具体时间为
2014年7月11日至8月30日 (含
农忙假期)，8月31日报到，9月1

日开学。
值得注意的是，莱芜市教

育局要求任何地方和学校不
得以任何借口在假期组织学

生集体到校上课、补课或统一
组织自习，不得以领取考试成
绩单为名通知学生到校，不得
以任何形式参与、动员、组织
学生参加各类辅导培训班，禁
止学校在假期联合或将校舍
租借给社会力量办学机构用
于开办补习班、培训班，禁止
和严肃查处教师有偿家教。对
此，假期期间，莱芜市教育局
还将成立规范中小学假期工
作领导小组和检查组，采取明
查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对全
市普通中小学(含民办)的规范
假期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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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程凌
润) 26日，记者从莱芜市教育局获
悉，莱城区汶源学校等5所学校被
评为莱芜市第十七批市级规范化
学校。

根据《莱芜市市级规范化学校
建设与管理办法》和《关于做好2013

年市级规范化学校申报验收及复评
工作的通知》的要求，11月18日至22

日，莱芜市教育局市级规范化学校
验收组，对新申报的20所学校进行
了检查评估验收。

莱城区汶源学校、苗山镇苗山
中学，钢城区里辛街道办事处南朱
家庄联小、辛庄镇八一希望小学以
及雪野旅游区南栾宫小学等5所学
校，在办学条件、学校管理、素质教
育实施、办学特色等方面达到标准
要求，被评为莱芜市第十七批市级
规范化学校。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程凌
润) 26日，记者从莱芜市教育局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获悉，2013年12

月至2014年5月，莱芜市将举办青少
年“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教
育读书活动。

该活动包括读书活动、征文大
赛、演讲比赛和摄影大赛活动等四
项内容，其中读书是主题教育活动
的核心部分，学校要组织中小学生
阅读《美丽中国 我的教育梦》主题
教育读本，引导中小学生复兴中华
的远大理想，活动书籍不得强迫学
生购买。

征文大赛要求各学校围绕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坎坷追梦历程的深刻
启示，围绕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辉煌成就，广
泛发动青少年学生讲述自己亲历亲
见的“中国梦”，用文章记录和表达
爱国之心、强国之愿、报国之志，强
化对自身责任和使命的认识，树立
以实干兴邦精神奋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

同时，全市青少年要开展“美
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与
社会实践活动，采撷征集有代表性
的“百姓梦想”，开展学雷锋活动。
期间，还要开展主题演讲比赛和摄
影大赛活动。

据介绍，“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
梦”主题教育读书活动旨在培养学
生良好的读书习惯，引导学生树立
远大的志向，提高青少年学生的思
想道德素质，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
成长，引导激励广大青少年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发奋
图强。

本报12月26日讯 (记者 程凌
润) 26日，记者从莱芜市第二实验
小学获悉，该校学生亓玺原、杨弈凝
获得全国青少儿英语能力测试大赛
莱芜赛区的冠亚军，该校获得“优秀
组织奖。

据介绍，莱芜市第二实验小学
以“自能”教育为出发点，努力打造
以培养学生终身发展为目标，以小
组合作探究学习为核心的高效自能
课堂，各学科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尤
其是英语教学方面，教师授课形式
灵活，课型新颖，提高了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教学效率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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