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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伟 通
讯员 尚峰) 9月9日教师节
之际，沂源县教体局在沂源一
中报告厅举办全国教育系统劳
动模范李振华事迹报告会。

会上，首先观看了李振华
事迹专题片《情洒沂蒙》；随后，
80多岁的李振华老师用质朴的

语言讲述了他教书育人的风雨
历程。他放弃繁华大城市，扎根
老区，为沂源的教育无怨无悔
的付出半生；他坚守教育阵地，
舍小家顾大家，甚至没有见上
父亲最后一面；他捐资助学，帮
助数千名贫困学子完成学业，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奉献”二字

的真谛。李老师讲到动情之处
禁不住声音哽咽，热泪盈眶，句
句真情告白中，渗透着他对教
育事业的赤诚，用自己的教育
实践展示了教育工作者应具备
的爱心与奉献、责任与担当。

李振华无私奉献的“红烛”
精神，诲人不倦的“人梯”精神

和一身正气的严格自律精神，
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巨
大的震撼。

参会教师们纷纷表示要以
李振华老师为榜样，立足本职
岗位，强化服务意识、责任意识
和奉献精神，甘守三尺讲台，潜
心立德树人，争做“人民满意的

教师”。
沂源县局属学校、幼儿园

校长(园长)，鲁山学校校长，各
教体办主任，初级中学、中心学
校、中心小学、中心幼儿园、成教
中心校长(园长)，2013-2017年
新招聘教师，县教体局机关全体
人员，约90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本报讯(记者 陈伟 通
讯员 陈江宁) 近日，淄博职
业学院举行2017级新生军训动
员大会。本次军训将持续两周，
7000余名新生将分18个军训营
参加训练。

本次军训与以往不同的
是，军训教官的组成人员除了6
名部队教官外，还包括7名有部
队经历的辅导员以及48名退役
士兵学生。这是该院军训工作
的新尝试。

2017年，淄博职业学院被确
定为山东省首批退役士兵单独
招生免费教育试点单位，经过严
格的资格审查和考试，今年该院
共招收了68名退役士兵学生。本
次军训，48名退役士兵学生经过
层层选拔担任了军训教官，他们
将充分发挥在军营中获得的专
业技能，确保完成军训任务。

据介绍，这一举措旨在落实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中关于鼓励和支持学生实

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
育、自我监督”的要求，使同学们
更多地参与到学校事务管理中
来，从而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
识，共建和谐校园。

据悉，淄博职业学院十分注
重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以
及军事理论课的教学研究工作。
该院同时还是山东省首批专业
技术兵员储备基地，并被评为山
东省征兵工作先进单位，为国防
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沂源县教体局举办：

全全国国教教育育系系统统劳劳动动模模范范李李振振华华事事迹迹报报告告会会

淄淄博博职职院院新新生生军军训训开开始始
退役士兵学生任军训教官

本报讯(记者 陈伟 通讯
员 王宝强) 近日，周村区城
北路街道办事处扶困助学协会
2017年捐助大会在城北中学举
行。周村区区委副书记胡敬涛、
副区长李寅萍出席大会。

会上，扶困助学协会理事成
员为6名大学生发放奖学金，为7
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和85名

家庭经济困难中小学生发放助
学金，共计91500元。现场共收到
社会各界捐款108600元。

会上，城北路教委主任韩恒
吉代表扶困助学协会汇报了扶
困助学工作，区委副书记胡敬涛
同志做了重要讲话，对城北路扶
困助学协会的发展、管理和运行
提出了要求，同时希望受到资助

的同学能够饮水思源，“用爱心
传递爱心，用行动诠释责任”。受
助学生代表做了发言，表达了感
恩之情，表示自己将发奋学习，
在感恩中奉献爱心，以真心对待
爱心，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

扶困助学活动的开展，弘扬
了正能量，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教
育、参与助学的良好氛围。

周村区城北路街道教委：

召召开开22001177年年扶扶困困助助学学捐捐助助大大会会

本报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刘会聪

近年来，高青县花沟学
区以党建工作引领全区的教
师队伍建设，打造了一支高
素质的教师队伍。

夯实根基，不忘初心。
近年来，花沟学区实施强基
工程，以创建“学习型、服务
型、创新型、发展型、廉洁
型”五型党组织为目标，全
面加强党建工作。结合学区
实际开展了上党课、观看党
员教育专题片、孟良崮战役
党性教育、重温入党誓词等
活动，切实提高“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实
效性。在工作中设立“党员
先锋岗”，充分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

坚持立德修身，努力提
升教师思想素质。学区以立
个人品德、修职业道德作为

教师的修身准则，加强教师
的师德修养教育，指导教师
学习《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教师法》、《淄博市
教师行为规范十不准》等法
律法规，通过交流心得、师
德演讲、教师宣誓等活动引
领广大教师树立起崇高师德
品质，增强教师责任感，真
正负起“身为人师，行为人
范”的职业使命。

凝聚正能量，专注教师
职业发展。以“高青县优秀
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师
德工作先进个人、优秀班主
任、最美乡村教师”评选为
契机，挖掘学区内教育教学
的先进典型，开展向身边的
优秀教师学习活动，凝聚教
师干事创业的正能量，引导
教师热爱本职工作，积极加
强业务钻研，提升个人业务
素质和执教能力，努力锻造
一支业务精湛的教师队伍。

高青县花沟学区：

树树立立党党建建旗旗帜帜

打打造造高高素素质质教教师师队队伍伍

教师节期间，黑旺中心校组
织全校教师度过了一个幸福别
样的教师节。丰富多彩的活动搭
建了良好的沟通桥梁，增进了师
生关系，营造了尊师重教良好氛
围，增强了广大教师职业自豪感
和责任感。 （张翠平）

淄川区黑旺中心校：

多彩活动庆祝教师节

临淄区皇城一中：

举办感恩教育报告会

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开
学之际，从学生的日常行为规
范抓起，扎实开展“做生活的小
主人”主题教育活动。(任晓寒)

日前，沂源县鲁村镇党委
政府召开了第三十三个教师节
座谈会，全镇上下共庆教师节。

(耿国余)

日前，皇城一中组织了感恩
教育专题报告会，全校师生参
加。报告会围绕“感恩谁？为什么
感恩？怎样感恩？”展开，引导学
生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社
会。旨在将感恩教育和励志教育
结合起来，教育学生。（李波）

日前，房镇中心小学召开
《入楼即静 入座即学 入学即专》
养成教育主题班会。学校结合学
生学段的特点，对不同年级的学
生进行习惯养成教育。对一年级
新生借助儿歌、顺口溜、视频等，
培养学生良好习惯。 (张大鹏)

张店区房镇中心小学：

学习常规 培养良好习惯

沂源县南麻中心幼儿园：

别样的新生家长会

近日，南麻街道中心幼儿
园组织召开了新生家长会。针
对小班幼儿的一些显著特点，
与家长进行沟通，提示家长应
如何对待。并请家长畅所欲言，
共同交流、探讨如何让孩子尽快
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亓永玲)

为充分展示广大教师爱岗
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弘
扬当代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
表的职业情操，近日，荆家镇里
仁中学举办了青年教师师德演
讲比赛。全校共15名青年教师
参加了此次比赛。（荣庆立）

桓台县里仁中学：

举办师德演讲比赛

临淄区康平小学：

开展全国“推普周”活动

本周是第20届全国推广普通
话宣传周。近日，康平小学举行

“推普周”动员会，进行了主题为
“用普通话诵读经典，写规范字
传承文明”为主题的升旗仪式讲
话，号召全体师生“讲普通话、写
规范字、做文明人”。(张玉新)

为把学生工作做好，让学生
将每一步走的更坚实，日前，齐
都镇中心小学以“开学第一课”
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活
动，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安全教育，保证新学
期工作顺利有效的开展。（胡刚）

临淄区齐都镇中心小学：

开学第一课重视“教育”

张店区马尚一中：

强化德育教育功能

新学期，马尚一中为强化升
旗仪式的德育功能，改进升旗仪
式，让每个班级、每个学生都能轮
流成为主角，使升旗仪式既作为
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学校德
育建设的大平台，又让更多学生
得到提升和锻炼的机会。（李娜）

教师节期间，中埠镇小学
全体教师欢聚一堂，举行了争
做“四有”好老师演讲比赛。参
赛的8位老师从不同角度，很好
地诠释了人民教师“责任担
当”“为国育才”“传道、授业、
解惑”的亲身感悟。（宋慧）

张店区中埠镇小学：

争做“四有”好老师演讲

开展做生活小主人活动 鲁村镇庆祝教师节

为强化全体师生的安全
意识，有效提升全校师生的避
险、自救能力。日前，张店特教
中心学校安办组织实施了全
校师生的防踩踏疏散演练。并
明确了发生事故后的安全逃
生路线。 (翟英明)

张店特教中心：

举行疏散防踩踏演练

临淄区桓公小学：

举行暑期优秀作业展评

为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和学习品质，培养学生的
自学能力，体会自己的学有所
得，进一步体会优秀作业所带
来的成功与喜悦。新学期伊始，
桓公小学举行了“暑期优秀作
业展评”活动。 (杨阳)

为激发教师教书育人的积
极性、主动性，教师节期间，沂源
县沂河源学校全体教师参观了
李振华事迹展厅。 （高学忠）

参观学习李振华事迹

为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
设，淄川区实验幼儿园将9月作
为师德师风建设活动月，并制
定了详细的活动方案。(马永群)

师德建设活动月开幕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徐家
庄中心学校举行新学年开学
典礼暨师德宣誓仪式。全体师
生参加了仪式。 (孙欣)

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

日前，皇城二中召开了学
生乘车安全专题会议。就校车
的运行情况、学生乘车的注意
事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说明。
既要学生切身感受到学校对
校车安全的重视，又要提高学
生的安全责任意识。(杜丽娥)

临淄区皇城二中：

确保校车安全运营

张店区大张学校：

召开学校保安工作会议

日前，大张学校召开了学
校保安工作专题会议。旨在进
一步加强校园安全保卫工作，
提升保安工作人员的责任意
识，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保障
师生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学校
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国旭）

高青县崔张幼儿园：

欢乐农田 播种希望

日前，田镇崔张幼儿园结合
园本化生命教育，中大班孩子在

“欢乐农田”里进行播种，感受生
命教育。旨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
认识生命、了解生命、敬畏生命。
在照顾农作物的过程中学着保
护生命。 (周鹏 刘国润)

张店区铝城二小：

举行寻找最美教师演讲

日前，铝城二小举行教师节
系列活动之“与榜样同行，寻找
最美教师”主题演讲活动。18位
青年教师手持鲜花和自己亲手
写的信笺，依次上台，饱含深情
地把最真挚的节日祝福送给自
己的榜样教师。 （王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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