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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名名学学生生春春季季高高考考技技能能考考满满分分
总成绩公布、录取与夏季高考一致

济济阳阳十十中中：：
进进行行防防溺溺水水巡巡查查活活动动

本报5月19日讯(记者 梁
越 通讯员 王明国 ) 15
日，山东省春季高考文化基础
课和专业理论课考试工作结
束。据悉，本次考试总分520
分，成绩公布、录取与夏季高
考时间一致。此外，在3月份技
能考试中济阳职专财会专业9
名学生获得满分。

16日，齐鲁晚报记者来到
济阳县职业中专，“昨天我们学
生刚参加完春季高考中的文化
基础课和专业理论课考试。此
前，技能考试3月份已考完，如今
学生在家等成绩、报学校即

可。”学校副校长杨同贵说。
据了解，自2008年以来济

阳县职业中专推行“春季高
考”升学模式，实现学生的大
学梦想。最初仅有32名考生参
加，去年增至118人，今年已达
301人。“如今，越来越多的考
生和家长意识到春季高考的
优越性与重要性。”该校实训
处主任高红宾介绍说。

据高红宾介绍，春季高考
主要由知识、技能两部分构
成，总分750分。知识部分考试
项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和专
业理论知识，总分520分，考试

时间为5月14日-15日。技能考
试部分考试时间安排在3月15
日-26日，总分为230分。

“今年我校有7个专业学
生参加技能考试，分别为电工
电子类、信息技术类、学前教
育类、农林牧渔类、汽修类、机
械类以及会计类，其中财会专
业的9名学生获得满分，总体
来看，今年技能考试成绩比去
年高出很多。”高红宾说。

此外，该校还有60余名学
生通过部分高校自主招生已
提前取得通知书，“他们只需
要通过单招学校笔试、面试，

不需要再参加春季高考中的
理论考试，但这些学校均属于
专科院校。”高红宾说。

“剩余学生则要参加完两
次考试后再报考本专科学校，
成绩公布、录取与夏季高考时
间一致，录取比例远高于夏季
高考。”杨同贵说。

2015年该校有近120人参
加春季高考，本科上线率超过
20%，比全省平均本科上线率
高出近一倍。近年来，不少学
生通过春季高考考入青岛理
工大学、山东建筑大学、临沂
大学等名牌学校。

本报记者 梁越
通讯员 慈继国

广大教师“快乐从教”

教师的榜样作用是巨大
的，教师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在
教育中培养、在潜移默化中影
响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为此，
垛石镇中学每年均邀请著名特
级教师、专家到校开展讲座、观摩
课活动，向在校教师讲解教师的
人格魅力、班级管理艺术、专业知
识、教师如何调整职业倦怠等知
识，让每位老师感受到教师对教
育理想与理念坚持不懈的追求
和他们的人格魅力。

为加强教师的专业化成
长，垛石镇中学建立了快乐工
作QQ群，任何老师有需要交流
的问题均可在群内提出，其他
老师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
答、交流，在畅所欲言中教师们
便获得了答案。此外，年轻教师
还可以通过“青蓝工程”汲取老
教师备课、上课、班级管理等各
个环节的经验。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
看！”教师天天在校任教，如何
外出开拓一下视野呢？垛石镇

中学注重骨干教师与年轻教师
的学习与培训工作，利用周末
及假期积极联系培训机构，组
织教师到外地参观学习。

近年来，教师们去过淄博、
德州、聊城、潍坊等地，听取了
魏书生、李镇西、任小艾等著名
教育专家的讲座，到先进学校
参观学习，开拓了教育的视野，
提升了对教育的感悟，学到了
宝贵的管理经验，每次外出学
习都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一节课需要站立45分钟，
一批改作业一上午，一备课就
是俩小时……为了防止肩周
炎、颈椎病这些职业病，垛石镇
中学为教师们准备了“娱乐大
餐”，组建广场舞队、乒乓球队、
篮球队等，让教师们在校的业
余时间不再那样单调。“活动一
下筋骨，身体不再那么疲劳”、

“工作不再是任务，而是一种享
受”……

广大学生“快乐学习”

和谐的校园环境文化是学
生快乐成长的前提，学生们每
天早晨起床后，校园广播均会
响起，播放几首好听的歌曲，会
给学生带来几分轻松与惬意，

“昨天的困扰不再成难题”、“学
习 节 奏 慢 下 来 ，感 觉 很 舒
畅”……短短几句话，足以看出
这所学校学生们的心境。

学校教育最直接表现在智
育成绩上，如何让学生爱上学
习、快乐学习呢？学生们厌烦了
常规的老师讲、学生听的状态，
垛石镇中学便让师生角色反
转，推出小组合作学习模式，让
学生成为课堂主人，教师进行
点拨，学生们在交流与探索中
学到知识。

此外，为让枯燥的知识变得
有趣生动，各学科组老师每周进
行集体备课，创造情景剧、编歌谣
等方式，使得知识通俗易懂。“这
么难懂的知识，老师竟用两分钟
就让大家全明白了，顺口溜的方
式也使得记忆不再那么困难，学
习变得so easy！”垛石镇中学学生
小杨说。

学校教育德育为先，垛石
镇中学定期开展学生文明礼
仪、感恩教育等活动，并开启22
项校本课程，包括舞蹈、器乐、
陶艺、书法、美术、足球、航
模……在校学生们总能找到一
项适合自己的兴趣活动。

付出就有回报。近年来，学
校先后获得五大体育联赛优胜

奖，德育素质、文化素质优胜单
位，济南市科技创新一等奖，合
唱、朗诵比赛县一等奖等奖项。

家校携手共建快乐教育

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说过，
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和没
有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
能承担培养人这个艰巨而复杂
的教育工程。由此可见家庭、学
校、社会三位一体教育的重要
性，这也是打造“快乐教育”不
可或缺的部分。

垛石镇中学的学生均来自
农村，父母大部分在家务农或
在外务工，如何将学校与家长
紧密联系在一起，传递学生信
息呢？垛石镇中学利用微信、
QQ、邮箱等新途径与家长联

系，并及时发布学生的生活及
学习情况。

为让家长参与学校管理，
垛石镇中学建立了家委会以及
工作建议箱，家长们可将不同
的意见反映给学校，还可了解
学校教育教学和组织活动等情
况，共同努力为孩子创设更为
优质的教育和生活环境。

同时，垛石镇中学积极与
社会各部门沟通协调，配合本
校做好未成年人的思想教育，
净化学生成长环境，加强爱国
主义教育。

如今，走进垛石镇中学的
校园和课堂，最让人欣慰的是
一张张快乐的笑脸和一阵阵欢
声笑语，这里已成为教师快乐
工作的沃土、学生快乐成长的
乐园。

教教育育更更轻轻松松，，学学习习更更快快乐乐
——— 探索垛石镇中学“快乐教育”管理模式

小小学学生生捡捡两两万万元元现现金金还还失失主主
失主拿出500元购物卡表感谢被婉拒

本报5月19日讯 (记者
梁越 通讯员 马训燕) 17
日11时30分许，济北小学三
年级6班学生张茜捡到两万
元现金，并于下午将现金原
封不动地还给失主。据失主
介绍，这两万元是还朋友的
购房款。

“1 7日中午放学后，张
茜随母亲到华鑫幼儿园接
妹妹，在华鑫小区门口，母
亲驾驶的三轮车轧过一考
务袋，张茜随手捡了起来，
没注意里边是什么，便和妹
妹、母亲一同回家了。”济北
小学三年级6班班主任马训
燕说。

回到家后，张茜打开该
考务袋，发现里边有两摞百
元现金。“当时我就想这肯定
是别人的治病钱，失主一定
特别着急，我打算下午送孩
子上学时再看看能不能找到
失主。”张茜的母亲称。

张茜的母亲下午送女
儿上学时并没有等到失主，
打算等女儿放学后再来等。
事实上，失主丢失现金后立
即回到了华鑫小区门口，并
调取监控发现一身穿济北
小学校服的学生捡走考务
袋。

据悉，失主又顺着监控
找到了张茜在华鑫幼儿园就

读的妹妹，并询问姐姐的名
字和班级。“当失主得知张茜
在三年级6班后立即赶到了
我们学校，张茜也如实说出
了捡钱的情形。”马训燕说。

“随后，我立即联系张茜
的母亲，过了一会儿，其母亲
来到学校，和张茜一同将现
金归还给失主。据失主介绍，
这两万元是还朋友的购房
款，下车时钱不小心从口袋
内滑出。”马训燕说。

为表示感谢，失主拿出
500元的购物卡交给张茜和
其母亲，但被她们拒绝了。学
校为表扬张茜拾金不昧的精
神，奖励其一本笔记本。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
期，为保证学生安全，杜绝溺水
事故发生，近日，济阳十中防溺
水巡查小组人员对十中路口水
域、济北公园水域、澄波湖水
域、新元大街水域进行防溺水
安全巡查活动。 (杨存杰)

垛垛石石镇镇中中学学：：
开开展展防防火火应应急急演演练练

为了进一步普及消防安全
知识，增强师生消防安全意识，
掌握在火场中迅速逃生、自救、
互救的基本技能，提高师生抵
御火灾和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
能力，近日，垛石镇中学全校师
生严格按照“防火应急演练方
案”开展了演练活动。

(慈继国 刘真真)

仁仁风风镇镇小小学学：：
举举行行歌歌咏咏比比赛赛

近日，济阳县仁风镇中心
小学举行“童心向党 唱响中
国梦”歌咏比赛。各参赛班级以
整齐鲜艳的着装、纯真洪亮的
歌声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感
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同学
们用歌声抒发着对党的真挚情
感，用歌声表达着对实现“中国
梦”的坚定信心。 (曲庆林)

快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常常难以言表，这种感觉在生活的细节中，也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感
悟中。快乐教育亦是如此，它是“以教师快乐工作为基础”、“以快乐教师培养快乐学生”和将每位学生

“快乐成长”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垛石镇中学正是带着对快乐教育的理解，将快乐分散在教育工作的
各个细节中，让每位学生学习着、快乐着，让每位教师工作着、幸福着。

因为有爱，老师、学生在垛石镇中学共同快乐成长。 垛石镇中学 供图

正在上课的张茜。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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