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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7日讯(记者 樊舒
瑜 通讯员 崔永春) 近日，
齐鲁晚报记者获悉，在临淄区皇
城二中的校园内，建起了“诚信
商店”，这里的货物无人照看，购
物付款全靠自觉，以此来培养学
生的诚信品德。商店自12月5日
运营以来，无失信现象发生。

一间木屋、几副简易的储物
架、一些学习用品、一个储钱的
塑料盒，这些简简单单的摆设组
成了这家诚信商店。学生如需购
买学习用品，可根据物品所标价
格把钱投入储钱箱子中，取走物
品之后，在账本上写上自己已购
买的物品即可，全程自助且没有
任何监督和监控。

一到休息时间，“小商店”便
会热闹起来，几名同学相约来逛
超市，选好物品后，将钱放进投

币箱，全程自助，不到一分钟就
搞定，比普通超市更快更方便。

“学校开这家商店是对我们
的信任，我们理应不辜负老师的
期望，自觉遵守规则。”临淄区皇
城二中的一名学生说，他和他的
同学们都纷纷为诚信商店点赞。

据悉，这是由临淄区皇城二
中德育处联合校学生会共同开
设的，商店的收入将全部纳入学
校助学基金，资助在校学生，活
动旨在培养学生的诚信观，让学
生在参与过程中对自己内心进
行检视，体验诚信的道德行为。

一一学学校校开开““无无人人商商店店””培培养养学学生生诚诚信信
购物付款全程自助，无任何监督和监控，对这样的“诚信课”学生纷纷点赞

本报1 2月7日讯 (记者
巩悦悦) 7日，齐鲁晚报记者
从淄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官网了解到，临淄区通过
对流通环节的产品进行监督
抽检，发现 9 批次不达标产
品。其中，两商家销售的桔
子，因丙溴磷(一种杀虫剂)项
目超标被通报。

临淄区曝光的9批次产
品有：闻韶街道泰东城门前

青岛糖球会巡展(陈安霜)销
售的椰子椰奶，检出糖精钠，
检出值为0 . 11g/kg，标准规
定为不得检出；辛店雨函副
食 经 营 部 销 售 的 熊 大 熊 二
(调味面制品)，甜蜜素、菌落
总数项目不达标；朱台镇槐
务商店销售的桔子，丙溴磷
项目不达标；朱台镇杜娟经
营部销售的芹菜，毒死蜱项
目不达标；凤凰镇亚丽餐馆

销售的山芹，甲拌磷、克百威
项目不达标；凤凰镇南金八
八超市销售的桔子，丙溴磷
项目不达标；卤味小吃(齐陵
街道东龙池村)销售的鸡爪，
山梨酸项目不达标；淄博茂
业商厦有限公司东泰商城销
售的芹菜，克百威、氟虫腈项
目不达标；淄博茂业商厦有
限公司东泰商城销售的青州
蜜桃，多菌灵项目不达标。

淄博通报9批次不合格产品，涉及水果、蔬菜等

桔桔子子杀杀虫虫剂剂超超标标，，两两商商家家被被点点名名

一一司司机机高高速速上上““丢丢了了””舅舅舅舅

民民警警伸伸援援手手两两人人安安全全会会合合

本报讯 近日，为切实保
障村内学生的乘车安全，昆仑
镇郭庄村网格员孙兆兵及村两
委成员，分组分时段加强对村
内校车的安全检查，主要检查
包括灭火器的配备、校车是否
超员、校车司机的精神状态、有
无老师跟车等等。对检查出的
问题，及时向上级部门反映，坚
决保证学生的安全。(安士超)

淄川昆仑镇郭庄村：

网网格格员员巡巡查查校校车车护护航航学学生生安安全全

网格员对校车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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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挥榜样带头作用，近
日，凤凰镇召口小学举行了

“文明楷模”阶段性表彰仪式。
根据学生积攒的储蓄卡数量
以及储蓄手册的记录，每班分
别评选了三名“文明楷模”。\

（张桂华）

临淄区召口小学：

举行“文明楷模”表彰

为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
掌握消防安全知识，近日，桓
公小学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活
动。演练开始，学生们捂住口
鼻，在老师的带领下，安全有
序的撤离到指定地点。

(商宜强)

临淄区桓公小学：

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近日，张店区教育系统党的
十九大宣讲团成员、绿杉园小学
校长王秉云走进房镇中心小学作
党课宣讲。全面阐述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
刻内涵，强调深入贯彻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重要性。 (张大鹏)

党的十九大宣讲团

走进房镇中心小学

为进一步强化教师业务
能力，提高教师业务水平，近
日，敬仲中学举行“教师基本
功大赛”。比赛项目有硬笔字、
粉笔字、课件制作和普通话即
兴演讲。本次大赛教师们认真
准备、积极参赛。 (张建华)

临淄区敬仲中学：

举行教师基本功大赛

近日，双沟中心幼儿园开
展了以“大手牵小手”为主题的
亲子手工制作活动。小班以制
作玩教具为主，中班以户外教
具为主，大班以“西游记”教学
主题为参考。

(张倩)

淄川区双沟中心幼儿园：

开展亲子手工制作活动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热
爱读书的热情，在校园内形成
浓浓的读书氛围，使学生们爱
读书、读好书、好读书。日前，
康平小学举办了“读好书，幸
福一生”读书手抄报展评活
动。 (郭林泰)

临淄区康平小学：

举办读书手抄报展评

近日，潘南小学举行冬
季长跑启动仪式。旨在让学
生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健康
离不开运动。阳光体育活动，
不 只 是 每 天 要 投 入 锻 炼 时
间，重要的是让学生感受体
育的激情、快乐。（杨洪慧）

张店区潘南小学：

冬季长跑拉开帷幕

沂源县鲁山路小学：

开展家长评教活动

近日，鲁山路小学开展了家
长评教活动。据悉，开展“家长评
教”是该校提高教学质量家长监
控的重要环节之一。旨在发挥家
长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把教师
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反
映出来。 (王晗 高红)

近日，朱台镇西单小学开
展班级管理经验交流会活动。
他们总结了自己从事班主任、
班干部工作的切身感受，剖析
了作为班主任、班干部的责
任、作用和影响，谈到了班级
管理中的经验和今后努力的
方向。 （孟莎莎）

临淄区西单小学：

开展班级管理交流会

“自理小能手“评比 为培养
幼儿的自理能力，促进幼儿良好
的个性品质的形成，近日，沂源县
振兴路幼儿园开展了“我是自理
小能手”比赛活动。 (李欣)

消防安全演练 近日，沂
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小学部举
行了消防安全演练活动，以增
强学生的消防意识，提高学生
的逃生自救能力。 (王均升)

送喜报活动 近日，沂源县
鲁村镇徐家庄中心学校开展了

“送喜报”活动。该校将学习之
星、进步之星、艺术明星等以喜
报的形式送到家长手中。(孙欣)

构建和谐校园 为加强教
师思想道德建设，沂源四中扎实
推进以“爱德、诚德、孝德、仁德”
为主要内容的“四德”工程建设，
打造“美德四中”。 (翟乃文)

关爱女教师健康 为让
女教师们安心、幸福的从事教
育工作，沂源县鲁村中学每年
两次组织女老师进行健康查
体，关爱女教师健康。(任明花)

足球友谊联赛 为提高校
园足球的发展水平，沂源县中庄
镇中心小学足球队与兄弟学校
胡庄完小足球队进行了一场校
园足球友谊联赛。(刘琴 刘娜娜)

教学研讨 为深化课堂教学
改革，探索小班化教学策略，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日前，沂源县鲁村
镇徐家庄中心学校举行了小班化
教学研讨活动。 (孙智亮)

防火演练活动 为增强全
体师生防火意识和应对火灾突
发事件的能力，日前，沂源县新
城路幼儿园进行了珍惜生命，
防火演练活动。 (陈红雪)

开展“低碳教育” 为进一
步增强中小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提高环保意识和节能减排
意识，近日，沂源三中积极开展
了“低碳环保教育”。 (江秀德)

“体验式团体辅导”活动
近日，桓台县起凤中学邀请淄博
市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对学生进
行了一次以“相信自己，自我成
长”体验式教育辅导。 (张久伟)

本报12月7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牛玉倩) 在服
务区休息了几分钟，还没等到
同车的人都上车，司机就直接
开车上了高速。

6日下午，淄博高速交警在
S29滨莱高速淄博段高青服务
区北发现一名男子在应急车道
上急忙赶路。当时正值车流高
峰时段，情况非常危险。见状，
民警立刻停车，先将他扶上警
车。

该男子见到民警就说：“我
外甥把我忘了，直接就走了，刚
刚打通电话说在前面等着我，
这不赶紧走。”原来，该男子在
服务区休息，抽了一根烟的功

夫外甥就开车走了。
民警告诉记者：“在我们考

虑到对方开车在应急车道上等
人既危险又违法，让他赶紧给
外甥打电话，让其外甥在高青
北收费站出口等。”最终在巡逻
人员的帮助下，男子被顺利送
回其外甥车上。

随后，民警对他们进行了
严厉的批评和教育。淄博高速
交警提醒驾驶员，在服务区休
息后准备启程时，一定要清点
人数。如果遇到类似情况，要到
下一个出口掉头，再回服务区
接人，千万不能让遗忘的人员
在高速路上行走，司机也不要
在应急车道上停车等人。

为深入贯彻落实临淄区
教育系统安全生产“学规、懂
规、践规”活动要求，使教职工
增强安全意识，熟知岗位安全
职责，近日，高阳中学集中开
展了学习安全法规，进行安全
培训活动。 (谢峰)

临淄区高阳中学：

开展学规懂规践规活动


	Y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