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3抢眼2016年12月13日 星期二

编辑：于雪莲 美编：只文平

近日，志愿者团队来到鲁
能沂源希望小学开展志愿活
动。 (王永安)

鲁能沂源希望小学：

开展志愿活动

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小学
举行课间活动。

鲁山路小学：

开展课间活动

近日，沂源县三岔中心学
校开展了课外兴趣小组活动。

(亓和田 李静)

三岔中心学校：

开展兴趣活动

近日，沂源县土门中学的全
体班主任老师在学校组织下在
二楼会议室举行班主任工作经
验交流会。会上，各班主任结合自
己的工作实际畅谈一学期以来
工作中的得与失、甜与苦，与其他
班主任老师进行分享和交流。大
家精彩的发言，诠释了新时期、新
形势下如何能做好班主任工作。

沂源县土门中学：

举行班主任交流会

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小学
举行体检活动。 (吴树平)

鲁山路小学：

举行学生体检

沂源县鲁山路小学一贯重
视课外阅读对学生文学素养潜
移默化的作用。 (吴树平)

鲁山路小学：

注重课外阅读

近日，沂源县三岔中心学
校进行防火演练。

(亓和田 李静)

三岔中心学校：

灭火演练

近日，悦庄教体办举办了
“阳光杯”中小学乒乓球比赛。
比赛分为男子单打、男子双打、
女子单打、女子双打，选手本着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
比赛既融洽又激烈。比赛不仅
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
机会，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相
互交流的平台。

悦庄教体办：

举办乒乓球比赛

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小学
举行主题升旗仪式。(吴树平)

鲁山路小学：

举行主题升旗

近日，南鲁山教体办部署
冬季取暖工作，保证全体师生
温暖过冬。 (陈新宝)

南鲁山教体办：

抓实冬季取暖

近日，沂源县三岔中心学
校教师办公室的取暖煤到位。

(亓和田 李静)

三岔中心学校：

取暖煤到位

近日，悦庄教体办举行了全
镇师德报告会。此次师德师风报
告会是悦庄镇教体系统以德为
本，打造高素质师资队伍的又一
举措。全镇教师将以这次报告会
为契机，扎实开展师德师风建设，
坚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
营造一个重视师德师风建设、争
做师德师风模范的良好氛围。

悦庄教体办：

举行师德报告会

近日，沂源县土门中学开
展志愿活动。

土门中学：

开展志愿服务

近日，沂源县青龙山小学全
体师生共同观看了由教育部和
中央电视台组织的的大型公益
节目，学生们更加深入地感受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风范，更加
深刻地理解了长征精神，学生们
纷纷表示要奋力拼搏，将先辈们
的优良传统和长征精神永远地
传承下去。 (刘芹美 周钦刚)

悦庄青龙山小学：

举行传统教育

近日，沂源县土门中学组
织课外活动。

土门中学：

师生动起来

为了丰富学校安全教育内
容，让全体教师了解掌握应急
救护和紧急避险的基本知识和
技能，近日，沂源县张家坡镇教
体办邀请镇卫生院负责环境健
康与卫生安全的同志对全体教
师进行了应急救护知识专题培
训并向全体教师发放了《应急
救护知识手册》。 (任晓寒)

张家坡教体办：

学习急救知识

本报讯 时光匆匆，2016年
已经接近尾声，新的一年即将开
启新的篇章。12月23日晚，鲁中
晨报、淄博壹美整形美容医院联
合主办，山东齐盛国际宾馆协办
的2017新年音乐会将精彩上演。
届时，德国海顿交响乐团将在山
东齐盛国际宾馆奏响美妙的乐
曲，迎接新年的到来。

海顿交响乐团起源于18世
纪的奥地利宫廷乐队，正式成立
于1890年，是为了纪念海顿，由
德国皇室倡议在柏林由45位演
奏家组建，至今已有126年历史。
乐团主要成员来自德奥的优秀
演奏家，在近百年欧洲舞台上该
乐团为延续和传承海顿的音乐
风格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海顿是
交响乐和弦乐四重奏的创造者，
海顿的创作对莫扎特和贝多芬
都有深刻的影响，所以莫扎特和
贝多芬两人都叫他“海顿爸爸”，
也因此海顿和他的乐队在古典
音乐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该交响乐团此次来淄博演
出，必将带领广大淄博市民感受
交响乐的艺术魅力，带来超高的
精神享受。

众所周知，交响乐非常具有
感染力，通过挖掘各种乐器性
能、表现力来塑造形象，体现作
曲家内心情感和思想理念。海顿
性格善良，诚恳而质朴，他的这
些性格在音乐中得到了明显体
现，他的音乐通常浓烈饱满，把
细微简单的音乐主题扩展成宏
大的结构。

哲学家尼采这样说过：“没
有音乐，生命是没有价值的，而
交响乐是音乐中的音乐，是音乐
中神圣的殿堂，而且它具有博大
的、高远的、深厚的精神境界。”
一场世界级水平的交响乐演出
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可以培养
高尚的人格素质和审美情趣，带
来满满的正能量。作为一年一度
的文化盛事，鲁中晨报已经成功
举办了三次新年音乐会，受到了
淄博市民的欢迎和好评。在这次
令人期待的2017新年音乐会上，
德国海顿交响乐团不但会演奏
海顿有名的代表作品，如《德国
国歌》等；还会演奏施特劳斯、莫
扎特等著名作曲家的曲目，如

《吉普赛男爵》序曲、《闲聊波尔
卡》、《电闪雷鸣波尔卡》、华尔
兹《蓝色多瑙河》、歌剧《唐璜》
选段等。另外，本次音乐会还将
演出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我的
祖国》、《梁祝》选段等。这场历
时90分钟的演出，可谓中西兼
顾，名曲荟萃。

另外，本次演出的德国海顿
交响乐团演出阵容强大，有些大
师级人物将亮相淄博。乐团指挥
是一个乐团的灵魂人物，德国海
顿交响乐团的指挥是著名指挥
大师格德穆勒·洛伦兹，他曾经
带领乐团并采用年轻作曲家的
音乐作品在世界各地巡演，曾到
过的国家有英国、意大利、波兰、
俄罗斯等地。无论是早期音乐或
者是现代交响乐、协奏曲、合唱
交响乐和室内乐，歌剧和轻歌

剧，他都得心应手。在乐队指挥
的指挥棒下，可以让观众现场感
受乐曲的美妙，给心灵带来震
撼。小提琴手也是交响乐团中的
重要角色，一个交响乐团少则几
十人，多则上百人。小提琴是弦
乐组中的高音乐器，首席小提琴
是交响乐团的中枢神经，地位仅
次于指挥之下。德国海顿交响乐
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是德国著名
绿色小提琴演奏家雅丽姗塔·西
甘。她是欧洲新一代优秀的小提
琴演奏家，她与世界著名的乐团
如西班牙国家交响乐团、古斯塔
夫·马勒青年管弦乐团都有合
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古斯塔
夫·马勒青年管弦乐团，其成员
来自欧洲多个国家。该乐团被认
为是目前世界上青年乐团的引
领者。这个乐团只接纳在欧洲水
平一流的青年演奏家。雅丽姗塔
在这些合作中，她的演奏都十分
出色。雅丽姗塔合作过的知名指
挥家也很多，其中就有在国际舞
台上独树一格的华裔女指挥家
张弦等。雅丽姗塔也将通过自己
高超的演奏技巧，把富有魅力的
音乐带给淄博观众。即将举行的
新年音乐会上，在中国曲目《梁
祝》的演绎中雅丽姗塔有独奏部
分。参加演出的还有德国女高音
歌唱家朱莉娅·巴赫曼等。

在新年即将到来的日子，
让我们徜徉在浩淼的音乐世界
里，让悠扬的乐曲带走一年的
压力和烦恼，迎来令人期待的
2017年吧。 (陆晓茜)

22001177新新年年音音乐乐会会将将奏奏响响淄淄博博
12月23日晚，让我们一起聆听德国海顿交响乐团的精彩演出

鲁山路小学：

举行作业评比
鲁山路小学：

开展科学课探究

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小学
举行作业展评活动。

近日，鲁山路小学实时开
展科学课探究活动。(吴树平)

一说“科研”，大多数人脑中
立刻和“科研课题”联系起来。其
实，依托课题搞科研只是科研工
作的一部分。如何转变观念，引导
教师用科研的视角和态度工作，
才是科研工作的本质。基于此，除
了正常的课题研究之外，我们用
科研思想统筹安排一切教育教学
活动，用实实在在的系列活动培
植大家的科研思想和意识。

一、依托专业发展讲坛，日
积月累卓有成效。怎样备课上
课？如何做课题研究？如何管理
特殊学生？……这些问题和答案
都会从身边有经验的老师身上
得到答案，于是具有答疑解惑，
分享交流的“周一教师专业发展
讲坛”至今持续了7年。同时，我
们给予每个层面的教师发展机
会和舞台，为每位教师创设适合
的发展、展示、成长方式。学校一
般以学期(或每年)为单位，科学
规划，合理安排，让每位教师至
少有一次在全体教师面前展示
的机会。每周一全体教师会的发
展讲坛内容有：管理学生之我
见、教研组学科素养展示、片段
课设计、读书交流、主题论坛
等……每周三下午为同教研组
教师交流时间。我们希望每位教
师都能会做、能说、善写，而这也
是一名优秀教师应该具备的素
质。因为我们深知：教师综合素
养的高低决定着学生能走多远，
教师素质决定着一所学校的品
质和高度。

二、发现培养特色教师，引
领科研纵深发展。“科研兴校”有
利于引导教师享受科研成功的
喜悦,从而实现从“经验型”向“科
研型”的转化。现在我们学校不
仅有徐美华、李珂、荣彩虹、房
丽、祝桂青等这样具有市区教学
能手称号的优秀教师，更多的是

正在发现并培养一批特色老师，
如语文杨芬老师，她班的学生能
自主发言、深度表达；数学赵辉
老师，对学生持续关注并记录发
展；科学张静、左海金老师的科
学课趣味新颖，让学生迷恋；品
德刘玲老师的多彩德育课堂、张
蕾老师的激情高效英语课堂等
都展示出学科教师的自我特色。
我们通过跟踪听课、展示交流、
梳理提炼，促使一部分品牌、特
色教师成长成熟起来。

三、关注师生全面发展，回归
科研本真面目。科研态度是一种
习惯，可以引导和培养。在一次校
优质课比赛活动中，我发现有4位
不同的学科老师在挑选班级讲
课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个
班。带着这份好奇心，我连续在这
个班听不同学科老师的课，然后
和这个班的任课老师交流。大家
一致认为，这个班学生的课堂听
讲状态、思维、表达能力、合作交
流情况等都是积极、主动、和谐
的，在这个班上课格外顺畅、课堂
效率格外高。我适时召开了级部
教师会议、班主任碰头会，分析原
因，开展了“关注学生、关注课堂
效率”等话题讨论，引导着老师们
从关注学情进而反思自己课堂
效率，慢慢的，其他几个班都有了
不同程度的转变。现在老师们相
互见面交流的话题不仅是“我讲
的怎么样”，还会问：我们的学生
怎们样？这样的教科研氛围感觉
真是美妙。每到春季，会经常看到
孩子们用鞋盒端着蚕宝宝进出
校门的情景。是谁让孩子们迷恋
上了养蚕？是我们的两位科学
老师！现在这两位科学老师又
申报了创新研究项目，设想一
下，背后又会引起多少孩子的
观察和探索欲望……科研，让
教育更美好。

科科研研，，让让教教育育更更美美好好
张店区绿杉园小学 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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