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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荆山路小学将古
度量器具斗、升、星杆秤引进
课堂，让学生了解我国度量器
具发展历史，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 (刘成学)

日前，沂源县体校到石桥
镇东北庄学校开展青少年体育
后备人才的选拔工作。选拔优
秀体育苗子到县体校就读并参
加专项运动训练。 (王霞)

本学期，沂源四中开展了
丰富多彩、极具特色的课外兴
趣小组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
精神生活，培养了学生的各方
面能力。 (翟乃文)

为将校园安保工作落到
实处，近日，沂源县河湖中学
开展了“民警进校园活动”。就
学校的“人防、物防、技防”工
作进行指导。 （唐加清）

日前，沂源县实验中学举
行“悦读润心、习字立人”比赛
活动，教师组评选出优秀30名，
学生组分别评出一等奖6名。

(张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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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区大张学校承办

市声乐专业教学研讨会

为进一步促进淄博市中小
学音乐新课程教学的顺利实施，
日前，淄博音乐教师声乐专业教
学研讨会在大张学校举行。市音
乐教研员石淑菊、各区县音乐教
研员和全市各区县的100多位骨
干教师参会。 (秦东乐)

本报记者 陈伟
通讯员 李勇

为把学校建设成最阳光最
安全的地方，高青县教育局积极
构建“机制化”学校安全防控新
格局，着力打造“阳光·安全”校
园品牌。

顶层设计机制。高青县教育
局按照安全第一，质量优先原
则，以顶层设计方式，把“教育党
建、教育质量、教育安全”作为教
育工作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县教
育局就学校安全工作对局机关
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和职能科室
进行了责任分工，教育局、教办、
学校构建了清晰的安全管理网
络，明确细化责任，实行“一岗双
责”。县教育局陆续制定下发了

《全县学校安全稳定工作暂行规

定》、《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稳定工
作管理目标考核细则》、《加强校
车安全的实施意见》、《教育局领
导干部及科室站挂包学校制度》
等一系列制度性文件，为学校安
全提供可靠制度保证体系。

早期阻断机制。全县各学校
按照“快速、及时、科学、专业”原
则，建立学生心理咨询转介机
制，即班主任或一般任课教师发
现需要接受心理辅导的学生应
及时转介给专兼职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
师负责对有轻度心理问题的学
生进行咨询、辅导，对有严重心
理问题的学生，则要及时通知家
长，并建议到校外专业机构接受
咨询和治疗。同时，建立严格的
跟踪反馈制度，针对学生易于产
生心理问题的入学、开学、考试、

竞赛、放假、毕业、节庆日、家庭
变故、重大挫折等重要事件和关
键节点，提前介入、重点防范，实
现心理健康教育对倾向性、苗头
性问题的早期发现、早期纠正、
早期阻断。

定向干预机制。按照风险分
级管控体系建设要求，建立安全
管理大数据系统，把安全隐患的
排查摸底、易发多发事故线索、
安全临界点数值预报、责任落
实、整改举措、应急预案建立实
施等数据进行分类、汇总、存储、
分析，总结发现具有规律性、超
前性、预见性、潜在性的数据信
息，从中建立起以"预测"“筛查”
为核心内容的安全隐患监测研
判机制，进而做出正确的安全事
故预测并采取相应的化解与必
要的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和

预防恶性安全事故发生。教育工
程项目建设，从设计、施工、建
设、监理、验收、使用等各个方面
和各个环节，全面落实校园工程
建设安全质量终身负责制。构建
学校安全管理清晰化、机制化、
预警化、主动化、超前化格局，有
效解决学校安全管理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被动应付和被事故
隐患牵着鼻子走的问题。

“六必”考核机制。按照细致
化、操作化、项目化、目标化、具
体化要求，每学期都要以每所学
校必到、关键岗位必查、重点环
节必看、重要设施必试、隐患底
数必清、防范措施必明要求，对
学校安全进行全方位、立体式、
综合性督查考核，充分发挥督查
考核对平安和谐校园构建与打
造的导向引领作用。

部门联动机制。按照多方协
同、全面参与原则，建立由公安、
交警、消防、司法、药食监管、安
检防范、卫生防疫等部门参与的
校园安全联席会议制度和多方
协调互动机制。

全员参与机制。按照“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全面压
实中小学幼儿园主要领导、分
管领导、直接责任人和每位教
师的学校安全责任，确保“一岗
双责”落实的全覆盖、零死角、
无遗漏。学期初，教育局局长与
各县属学校校长、各教办主任
都要签订《学校安全工作目标
责任书》、《学校交通安全工作
目标责任书》，各学校与相关责
任人也要签定《岗位安全目标
责任书》，与学生家长签订《加
强中小学生安全管理责任书》，
与校车车主、驾驶员、随车照管
人员签订《校车交通安全责任
书》，做到责任明确，责任到人。
同时，狠抓宣传教育，促进学校
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向家庭、社
会延伸，构建主体清晰、责任明
确、各方协调、全员参与的中小
学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群防群
治新格局。

完完善善机机制制 防防控控结结合合
——— 高青县教育局积极构建学校安全防控新格局

本报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张金传

日前，桓台县果里镇中
心学校召开申报淄博市教育
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
课题开题会，邀请了县教研
室的分管领导和专家进行了
规划指导。据悉，4月初，该镇
申报的《在区域活动中发展
农村幼儿核心素养的实践研
究》被立项为淄博市教育科
学“十三五”规划课题。两位

专家对课题选取的现实意义
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
价，认为此项课题的研究将
填补全镇学前教育领域的空
白，对培养幼儿核心素养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还
详细的对课题方案的制订、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思
路、研究载体等进行了指导。

据悉，该镇将2017年定为
“课改年”，倡导“问题即课
题，行动即研究”为发展思
路，通过对区域活动中幼儿

一系列探究行为的观察、记
录与评价，探寻真正适合幼
儿的学习方式，包括区域活
动中教师的定位与作用；活动
材料的设计、提供与操作指导
等。在这一过程中提高教师对
幼儿行为进行正确观察、有效
指导以及客观评价其发展需
要的能力，并以此为基础，不
断反思、提升自身的教育能力
及专业素养，以促进幼儿身
心健康、和谐发展以及核心
素养的培养。

桓台县果里镇中心学校：

专专家家引引领领促促发发展展 课课题题研研究究获获好好评评

日前，“桓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展览活动在陈庄中学举
行。此次展览包括民间剪纸、纸编、苇编、推光漆器等。几位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展出了自己拿手甚至收藏价值极高的作品。

耿佃春 摄影报道

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览
高青县实验小学

开展文明出行活动

为全面加强学生的交通安
全教育，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遵守交通法规意识，日前，
高青县实验小学开展了文明出
行主题活动。大队委向全校师生
发出安全出行的倡议，并印发了
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举行以

“小手拉大手 安全文明出行”
为主题的队会。 （李芳）

为深入践行“新基础教育”
育人观，朱台镇中心校以课堂
为主阵地，采取镇域各校轮流
承办课堂教学开放周、全镇同
学科教师参与听课、评课的方
式，不断激发教师学习动力。截
至目前，该镇域各校已经开展
了两轮展示交流活动，教师参
与率在8 0%以上。在平实、扎
实、真实的课堂观下，全镇的课
堂教学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
升。 (郭庆)

临淄区朱台镇中心校：

一校一展，

推进新基础教育

桓台县夏庄小学：

德育工作“小题大做”

为了使德育工作从小处入
手，贴近学生生活。近日，起凤
镇夏庄小学在学生中广泛开展
了“三小”德育活动。争做文明

“小标兵”活动，规范日常行为。
争做文明“小伙伴”活动，结对
帮扶。争做安全“小队员”活动，
强化安全意识。 (周念峰)

临淄区齐都镇中心小学：

推进新基础教育改革

为 了 进 一 步 推 动 学 校
“新基础教育改革”的步伐，
日前，齐都镇中心小学邀请
了区教育局语文教研员韩春
梅老师、数学教研员李红梅
老师和美术教研员闫永洁老
师，到校进行指导，进行了课
堂展示研讨，学校专题推进
交流，和三位教研员老师的
精彩评课、解疑答惑。

（胡刚）

淄博市中医医院义诊活动

走进周村区城北中学

日前，淄博市中医医院护
理部、门诊部联合组织12名医
护人员，走进周村区城北中学，
开展以“健康中国 科普助力”
为主题的科普宣讲义诊活动。
此次活动分为科普知识宣传、
养生保健指导、急救常识宣传、
传统疗法体验等内容。（李强）

张店十一中：

强化教师安全意识

日前，张店十一中召开
学校安全工作会议，全体教
师参加。校长魏俊峰从交通
安全、防溺水安全、课间活动
安全、食品安全，学生青春期
教育、身心健康等方面进行
了要求，从思想上强化教师
的安全责任意识，确保学生
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

（王新星）


	Y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