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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新

教育

本报2月20日讯 (见习记者
任丽媛 实习生 刘潇俊 )

1 7日上午，国华印象学校与山
东大学第二附属中 (小 )学举行
签约仪式，国华印象学校将成
为高新区的第14所小学。

1 7日上午，国华印象学校
与山东大学第二附属中 (小 )学
签约仪式在国华印象接待中心
举行。据了解，国华印象学校占
地10000平方米，建筑规划面积
6800平方米。学校共有18个班，
配备了200米跑道和操场。教室
内宽敞明亮，可为孩子提供优
越的教育环境。与国华印象签
约的山东大学第二附属中 (小 )

学始建于1960年，是一所小学、
初中九年一贯制的省规范化学
校。国华印象学校将通过引进
优质教育资源，为高新区教育
注入新的活力。

国华印象学校成为高新区
的第14所小学。“目前高新区的
教育发展，注重引进优秀教育
资源，先后有与山师附小合作
的雅居园校区，与省实验小学
合作的济南市奥龙小学。在引
进教育资源的同时，也注重培
养区域内部的教育，着力打造
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第二实
验学校、孙村中学、春晖小学等
学校，先后对这几所学校进行
整体提升。”高新区教育处负责
人说。

高新区新增

国华印象学校

本报2月20日讯 (见习记者
任丽媛 通讯员 王广辉 )

“老师们的期末考试考得怎么
样啊？”近日，本报刊登了关于
高新区实验中学高三年级的教
师和学生们一起考试一事，引
起了学生和家长的关注。2月16

日，高新区实验中学公布了上
学期期末考试中教师的成绩，
参加统一测试的全体老师成绩
优秀率达到了95%，成绩良好率
更是达到了100%。

1 6日，高新区实验中学召
开新学期全体教职工大会，副
校长王昌淮对年前师生同考情
况进行了说明。参加统一测试
的全体教师，满分 1 5 0分，成绩
在 1 2 0分以上的人数占总人数
的95%，也就是成绩优秀率达到
了95%，而所有老师的成绩都在
100分以上，成绩良好率达到了
100%。

“老师，你太厉害了，这么
难的题目，我们复习了这么久，
考得还不是很满意，而你要备
课、上课、批作业，还有班主任
工作，那么多工作，还考得这么
好，真是太牛了！”知道老师的
成绩后，学生们发出了赞叹。

“这次师生同场测试是我
校建校以来最真实、成绩最突
出的一次测试，这说明了全体
老师在个人专业素养、教学教
研及研究高考等业务能力上都
有着过硬的素质。”王校长说，
学校各教研组在开学上班后也
对测试情况进行了研究，查找
不足，并结合市教研室学科教
学计划对新学期学科教学进行
了统筹安排。

师生期末同考试

95%教师成绩优

文文具具穿穿上上““玩玩具具””外外衣衣价价格格翻翻倍倍
老师称，简单实用的文具最适合学生学习

开学季到来，许多家
长开始准备孩子这学期
的学习用品，各大超市和
文具店也抓住时机开展
文具类商品的促销活动。
18日，记者在超市的文具
区看到，各类文具色彩艳
丽，款式众多，且同类文
具价格差异大，一些玩具
化的文具价格更高，吸引
了不少孩子的目光。

本报见习记者 任丽媛
实习生 刘潇俊 高凤林

在一家超市里，家长
在领着孩子选购文具。

见习记者 任丽媛 摄

“实惠装”文具

学生不喜欢

“文具类商品全场满 6 8
元立减20元。”18日，高新区
工业南路附近某家大型超市
打出文具促销的广告。在超
市内，记者看到货架上林林
总总地陈列了各种文具，不
少文具还打上了“推介商品”
或者“促销”的标签，货架上
所 摆 放 的 文 具 大 多 颜 色 鲜
艳，款式众多，让学生和家长
们挑花了眼。

在价格方面，同类文具差异
很大。在超市的货架上挂起的书
包，最便宜的在50元左右，贵的
达200多元。而笔记本便宜的5元
左右，有的笔记本卖30多元。除
了这些单件销售的产品之外，不
少文具“量贩”销售，更加实惠。
中性笔一盒装12只卖13元，高级
书写铅笔一盒装12支卖10元，笔
记本5本装卖15元。

“实惠装”的文具受到一些

家长的青睐。但也有家长表示，
孩子不喜欢“实惠装”的文具，不
会购买。“那种文具虽然量多实
惠，但是孩子不喜欢，她以前也
买过一盒中性笔，但只用过两支
就不再用了，说是太单调了。”正
在挑选文具的胡女士说。

文具变身玩具

价格翻一倍多

在超市销售文具盒的货
架前，记者发现最普通的文具
盒一般在 2 0元左右，但这类
文具盒并不多，反而多功能文
具盒占据了大部分，文具玩具
化已成潮流。在款式众多的文
具盒货架前，一款售价 4 9元
的变形金刚文具盒吸引了不
少孩子的目光。这款变形金刚
文具盒造型多变，上下两面都
能打开，侧面还带两个不同型
号的卷笔刀，文具盒顶部有五
个按钮，控制着温度计、小抽
屉、指南针等“小机关”。

“一个文具盒设计得这么

复杂，对学习不但没有什么帮
助，还容易让孩子上课走神
儿。”来超市为孙子选购文具的
张女士告诉记者，孙子亮亮今
年上小学三年级，指名就要这
种多功能文具盒，“前两天买了
一个普通的不喜欢，非要这种
带卷笔刀的，说是能插笔，还说
同学们都用这样的。”

除了多功能的文具盒之外，
卡通橡皮也夺人目光。这些卡通
橡皮颜色亮丽、形状各异，有的
像动物、有的像食物，好几块装
在漂亮盒子里，被冠以“韩版时
尚”的名称出售。某品牌的卡通
橡皮一盒六块装的卖8 .9元。“这
样的橡皮好看，但并不好用，色
彩太鲜艳也容易让一些小点的
孩子吃下去。买橡皮还是要买那
种实用型的。”翟女士说。

简单实用的文具

更适合学生学习

对于现在学生课桌上文
具花哨的现象，山师附小雅

居园校区教育处副主任兼辅
导员莫珑表示，学生文具简
单实用就好。商家为了吸引
学 生 购 买 而 设 计 的 色 彩 鲜
艳、形状各异的文具，并不比
普通文具的用处更大，反而
还会起到消极影响。“文具可
以当玩具玩，往往会使一些
自控能力相对较差的低年级
学生在学习时转移注意力，
不但影响了自己听课学习，
还可能影响周围其他同学，
同时也助长了孩子的攀比心
理。”莫珑说，学生在购买文
具时，最主要的还是看文具
的实用性和安全性，过于花
哨、香气浓郁的文具危险性
也大。

莫珑提出，家长要合理
引导孩子购买文具，不要一
味 地 满 足 孩 子 的 要 求 ，“ 价
格过于高的文具，与学校推
行的以勤俭节约为荣，以铺
张浪费为耻的精神相违背，
不 利 于 培 养 学 生 节 俭 的 品
质。”

开学第一天遇上雨雪天

不不少少学学校校取取消消室室外外开开学学典典礼礼
本报2月20日讯(见习记者

任丽媛 实习生 刘潇俊
高凤林) 17日，高新区各中

小学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天，
当天由于天气原因，不少学校
的室外开学典礼取消了，采取
多种方式来迎接新学期的到
来。

17日上午，开学第一天，
山师附小雅居园校区的学生
们伴着小雪花有序地走进学
校大门，学校的教职员工已经
提前入校做好了开学准备。开
学之前，学校制定了两套开学
典礼方案，由于当天雨雪雾霾
天气的原因，原定的室外举行
开学典礼暨升旗仪式改为了
在室内举办开学典礼，通过小
雏鹰电视台，在各班直播开学
典礼。

“新学期刚开始，老师们
都担心学生会因为假期里太
过放松，作息时间不能及时调
整过来，导致上课无法集中精
神，课堂纪律松散。可让我们
意外的是不仅上课情况不错，
一切井然有序，下课后，学生
们精神状态也很好，兴奋地聊
着假期里发生的趣事，甚至早
自习之前有很多孩子自发地
拿出书本大声朗诵课文。”山
师附小雅居园校区教导处副

主任莫珑说。
此外，在高新区第二实验

学校，原定于上午10点举行的
开学典礼因为天气也临时取
消。来学校视察的教育局领导
看望慰问了学生和教职工，同
时对学校消防安全、校车安

全、实验室安全、校园周边安
全及食堂卫生安全进行全面
排查。

在高新区实验中学，虽然
开学典礼取消了，但开学各项
工作开始了。教导处对各年级
的教学秩序进行巡查，及时发

现问题。上课教师与课表不
符，马上更改；课上睡懒觉、玩
手机的学生近乎绝迹；班内灯
管不亮、开关有损坏的，相应
责任班级要马上落实上报，在
校园各处都体现着新学期、新
气象。

开学第一天，山师附小雅居园校区的学生们在自习。 见习记者 任丽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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