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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5年 4月 1 8日到1 9日，
CCTV“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
泰安市总决赛在泰山中学报告厅
举行。此次比赛泰安赛区的小学
组、初中组及高中组共计177名同
学参加，经过初赛及复赛，进入泰
安市总决赛，其中高中组40人。

CCTV“希望之星”英语风采
大赛是由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
正式批准、由中央电视台主办，面
向全国开展的大型电视英语比
赛。大赛自2000年起，每年举办一
届，至今已经历16年。此次泰安赛
区总决赛通过才艺展示、超级演

说、现场问答等环节，来考察选手
的英语发音准确与流利、语调、逻
辑性与条理性、辩驳能力以及舞
台表现力等方面的综合素质，最
终决出泰安总决赛各组别的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获得一等奖
的同学将代表泰安市参加山东省
总决赛。经过激烈的角逐，小学组
15人，初中10人，高中组20名同学
晋级山东省复决赛，泰山中学中
加班学生表现优异，15名报名参
加的同学中，共有10名同学晋级
省级比赛。

比赛结束后，4月19日下午，

在泰山中学举行了CCTV“希望
之星”英语风采大赛泰安赛区闭
幕式暨颁奖仪式，山东省组委秘
书长穆林、泰安市教育督导室副
主任孙志坚、山东省泰山中学副
校长宋玉成等领导参加并为获奖
同学颁奖。在闭幕式上，泰山中学
中加班学生了表演了英文歌舞，
英文小品等节目，受到了一致好
评，展示了泰山中学中加班学子
的良好风采。

山东省复决赛将于5月1日到
3日在济南举行。

(通讯员 李长合 孙太军)

CCTV“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山东省复决赛

泰泰山山中中学学1100名名同同学学成成功功晋晋级级
为营造浓厚的读书氛

围,把教师读书成长活动推
向深入,创造良好的科研氛
围，促进青年教师成长，泰山
中学近期正积极筹备“教师
读书沙龙”活动。

近几年来，随着青年教
工队伍的逐渐扩大，泰山中
学教科处积极采取多种形
式，加大了对青年教师的培
养力度，2014年学校以读书
成长为平台，成功开展了开
展读书笔记展览、青年教师
读书演讲比赛等活动，不仅

丰富了全体教师的生活，更
使青年教师在读书活动中取
得成长与进步。

本次沙龙活动，泰山中
学围绕读“教师最需要什么”
和“我的读书成长”两个主题
进行，通过自己的读书经历，
谈自己的成长过程。各级部、
学部、科室按照要求选拔优
秀教师参加沙龙。目前，各年
级学部被选拔推荐的教师们
正根据沙龙主题积极准备
中。

(泰山中学)

泰山中学举办
“教师读书沙龙”

本报泰安4月27日讯(记者
白雪) 很多家长连续参加本报
亲子大讲堂的四期课程，经过交
流和沟通，不少家长都意识到自
己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想更
好地陪伴孩子成长，那自己该怎
么做？第五期亲子大讲堂将给您
答案。

第五期亲子大讲堂，将教给
您陪伴孩子的第一步应首先从
正确对待自己的身份开始，如此
才能做到高效陪伴，具体该怎么

做？听完课您就知道，快点加入
本报亲子课堂QQ群报名或通过
扫描一旁二维码报名均可。

活动时间：5月3日(周日)下
午14：00—16：00，13：45签到，请
家长朋友们为孩子们做好榜样，
准时到达！

活动地点：中七里社区服务
中心三楼报告厅。

如果您想参与此次及以后
的活动，请加入本报报名QQ群
齐 鲁 晚 报 亲 子 课 堂 ，群 号 ：

1 1 5 7 6 5 6 5 1 ，您 还 可 以 拨 打
15866039878，于老师报名，周六
下午会收到老师的确认电话！公
益讲座不收取任何费用。欢迎大
家来学习，更好陪伴孩子成长！

主讲人：李海羚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LP

心理实操治疗师、沙盘游戏治疗
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家庭
教育培训师、婚姻家庭咨询师、
好家长成就好孩子亲子教育顾
问、幸福婚姻家庭研究中心主

任、幸福婚姻
家庭研究中心讲
师、幸福婚姻家庭研
究中心心理咨询师、泰
安市泰山区法院特邀心理
咨询师、泰安市文明办“菜单式”
服务志愿者、2012年多
次到社区举办“家庭教
育讲座”、被市文明办评
为“优秀志愿者”、荣获
省 宣 传 部“ 山 东 好
人——— 每周之星”称号。

亲子大讲堂周日有约，专家为家长解心结

当当个个好好家家长长其其实实也也是是技技术术活活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定于2015年4月29日在新校
区地球仪广场举办第二届
校园招聘会，届时将有泰
安市中心医院等三十多家
医院和医疗机构参加招聘
会，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
搭建双选平台，请广大毕
业生积极踊跃参加，莫失
就业良机。

▲4月24日，8名来自新
疆喀什地区岳普湖县的幼
儿园园长到达泰安市，进
行为期73天的挂职培训。这
是泰安市开展的第七批新
疆骨干教师挂职培训。为
做好本次培训工作，市教
育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
的领导小组，制定了挂职
培训方案，培训地点安排
在泰山区区直机关幼儿园
和 泰 山 区 岱 庙 中 心 幼 儿
园。幼儿园为每位挂职园
长配备指导教师，采取一
对一的方式，对其业务进
行 有 针 对 性 的 指 导 和 帮
助。期间，挂职园长将参加
日常的教学实践工作及各
类活动，并参与管理工作。

▲4月2 3日下午，由泰
安市教育局、市体育局主
办，东平县教育局、明湖中
学承办的“中国体育彩票
杯”2015年泰安市中学生田
径运动会在东平明湖中学
隆重开幕，全市中学生田
径联赛每年举办一次，由
各县市区轮流承办，旨在
通过比赛、交流展示全市
中学生健康向上团结奋进
的精神风貌。本次比赛历
时4天，由来自全市6个县市
区和市直学校的共4 2支队
伍、900余名运动员参赛，比
赛分为高中男、女组，初中
男、女组，职业中专男、女
组六个大组，共设 1 0 0米、
4X 1 0 0米接力、跳高、跳远
等19项比赛。 (白雪)

◎教育资讯

如果有人问我会不会画画，
我会说“会”，那么我怎样学会画
画的呢？那要回忆到上一年级时
的一节绘画课。

那天，老师对我们说“今天我
教大家画小狗”，她拿出一张A4
纸，先把身体画了出来，又画了小
狗的眼睛、鼻子等。

画完后，老师给小狗涂上了
颜色，有黑色、白色、红色等，还在
小狗脖子上画了个小铃铛，小狗
看起来十分可爱。老师开始让我
们自己画，一开始我怎么也画不
圆小狗的头，经过老师的指点，渐
渐掌握了画圆的方法，画的小狗
头圆了许多。

经过努力，一只栩栩如生的
小狗跃然纸上，看，它在对我笑
呢！好像在说：“谢谢你，主人，把
我画得那么漂亮。”

看着亲手画完的画，我很兴
奋，突然就喜欢上了绘画。随后，
我开始去一家绘画学习班学习，

现在已会画更好更优秀的作
品，我愿意把这些画奉献

给大家一起欣赏。
仓库路学校 韩名

扬

我爱上了绘画

今天要参加学校组织的
植树活动，有点兴奋。

早晨6点半，我和妈妈早
早地就起床了。吃完早饭赶
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乘坐
大巴车来到了大陡山村。

下车后感觉这里空气新
鲜，气温比市里低，稍微有点
凉，但是我却一点也不觉得
冷。在村里看到嫩绿的小草
从土里钻出来了，桃树枝头
上挂着一串串刚开的桃花，

还看到了在河边洗衣服的大
人们，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
人们在河边洗衣服。

我们坐上观光车来到了
植树的地方，领完树苗和工
具，就和妈妈选地方开始挖
坑，土里面有好多小石块，我
和妈妈轮流挖了好一会才把
坑挖好，然后妈妈扶着树苗，
我埋土、踩实，土埋完后到河
边提水浇水，这可是体力活，
我和妈妈都觉得很费劲，不

过真是感谢嘉嘉的爸爸帮我
们拎来一桶水，我想我的小
树苗也应该感谢他吧。就这
样一棵小树种完了，我在小
树枝头挂上了爸爸精心制作
的祝福卡——— 祝小树健康成
长。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种一
棵小树，那样未来的世界就
可以充满绿色！

泰安市奥林匹克花园学校
一年级二班 刘妍润

种棵小树“绿”净土

3月22日清早，我们奥林
匹克花园学校一年级三个班
的小朋友们和家长们高高兴
兴地在校门口集合，今天，我
们要一起去大陡山游玩。

我们三个班分乘3辆旅
游大巴车，一路上同学们都
非常开心。半个小时左右，我
们抵达了大陡山村的停车
场。接着，我们乘坐村里的观
光车到山上植树。

去植树地点的路，非常
漂亮。一路上，我看到柳树发

芽了，杏树开出了雪白的花，
红色的玉兰花也盛开了，真
是漂亮极了！到了茶园边下
来电瓶车，我们站好队，等着
家长去领铁锹，小朋友负责
拿小树苗，我们要栽的是桑
树。张老师说，桑树可有用
了，可以结出好吃的桑葚，桑
叶还可以喂蚕宝宝呢。我们
到了地里，爸爸负责挖坑，妈
妈和我负责栽，栽完了，爸爸
提过水来，我用小桶浇树，我
都觉得小树苗在跟我们说：

“我要快快长大了！”小树栽
好了，我把自己做的树卡挂
在了树上。

后来，我们还参加了敬
茶和拓展训练。

时间过得真快啊！都中
午了，我们的活动也要结束
了，小朋友们坐着电瓶车，返
回停车场，然后乘大巴回学
校。一路上，我想，还没玩够
呢，什么时候能再来玩呢！

泰安市奥林匹克花园学校
一年级二班 郭锦橙

爱上大陡山村

经过两周的准备，我
们在奥园小学北门门

口坐上了去往金
陡山的大巴

车，车上
还

有韩老师和导游叔叔，大家非
常开心，下了大巴车后，转了电
瓶车，我和小伙伴坐在了后排，
感觉可好玩了，车转弯的时候，
小车会发出“嘟嘟”的声音。

到了植树的地方，我和
妈妈领了铁锨还有树苗，妈
妈挖坑，我来浇水，土里好

多的石头很硬，我也来
帮忙挖坑，把树苗

放进去，一
个 爷

爷帮忙给树坑加了个小围
墙，就像碗一样，妈妈说这样
方便小树苗喝水，我和妈妈
给小树苗做了个小卡片，希
望小树苗长的高高壮壮的，
就可以抓住很多的泥土。

植树后，我给妈妈敬茶，
因为妈妈照顾我很辛苦。我
们还参加了三人两足绑腿、
有轨电车、攀岩，大家玩得很
开心，可是也很累呢！我们喜
欢这样的活动。

泰安市奥林匹克花园学校
一年级三班 张墨轩

我们一起去植树

扫一扫快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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