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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临淄区特教中心学校
开展了生活实践能力教育活动，
引导学生叠衣服、穿鞋子及做各
种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据悉，
该校一直秉承“生活即教育”的
教育教学理念，非常注重学生动
手实践能力的培养。（谢金芳）

临淄区特教中心学校：

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为丰富老师们的业余文体
生活，近日，敬仲中学举行了教
职工拔河比赛。赛场上，老师
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加油
声、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老
师们赛出了个人的风采，赛出了
集体的凝聚力。 (张延东)

临淄区敬仲中学：

举行教职工拔河比赛

近日，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
学校组织冬季传染病防控知识
讲座。医务室刘霞老师详细讲解
了学校传染病流行特点,常见冬
季呼吸道传染病防控措施。提醒
学生，注意个人卫生，经常开窗
通风，加强锻炼。 (刘霞 于永)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举行传染病预防讲座

近日，张店十一中对学生开
展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同学们
学习了消防法律法规、防火灭火
基本知识、火灾自救互救，同时
观看了火灾案例。旨在，提高学
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防范火
灾和逃生自救能力。（王新星）

张店十一中：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为确保学校消防安全，进
一步增强师生消防安全意识，
皇城二中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周
活动。学校紧紧围绕“人人参与
消防，共创平安和谐”这一主
题，利用多种形式，对广大师生
进行消防安全教育。（韩兴华）

临淄区皇城二中：

开展安全教育周活动

1166岁岁少少年年患患肝肝癌癌，，回回校校上上学学成成最最大大心心愿愿
周村区城北中学师生为其募捐，只盼他早日康复

16岁，本是青春年少，在
校园中学习逐梦的年纪。但对
于吴瑞龙来说，却只能与病魔
抗争。他是周村区城北中学初
四三班的一名学生，学习成绩
名列前茅，体育课上每次能做
20个引体向上。没想到活泼好
学的他竟患上了严重的原发
性肝癌。如今身体康复、能回
到学校上学正常完成学业成
了他最大的心愿。

本报记者 陈伟 巩悦悦

突然肚子疼痛

一查竟是肝癌

“去年5月17日晚上，孩子
肚子不舒服”吴电刚说“刚开
始以为是吃坏肚子了，就给孩
子准备了些止痛药，吃完感觉
好些了。第二天早上，他说难

受得起不来床，我就赶忙替孩
子向班主任贺老师请了假。”

在周村区医院，经过腹部
透视及血液采样等一系列检
查，吴瑞龙被确诊为原发性肝
癌。原本活泼好动的孩子突然
被检查出这样的疾病，让吴瑞
龙的家人很难接受这样的事
实。

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同学心里的热心人

在老师眼中，吴瑞龙是一
个听话懂事、乐观向上的学
生。吴瑞龙的班主任贺臣霆
说：“瑞龙学习很努力，成绩在
班里前几名，150分的数学题
每次都能考到120分以上。这
孩子品质好，全身上下充满着
正能量。孩子出事后，我感到
特别心疼。”

初四级部主任石晓华说：

“吴瑞龙今年才16岁，就已经
特别懂事了。”据石晓华回忆，
有次去家访，吴瑞龙的家长告
诉他，虽然孩子学习压力大，
但放学后完成自己作业的同
时都会为他们做好晚饭。

班长朱毅然说：“瑞龙是
个热心人，下课后，不管他有
多忙，都会抽出时间帮同学解
答疑难的数学题。”同班同学
袁静雯说，吴瑞龙在学习上有
股钻劲儿。“有次碰上一道数
学题，老师都说那道题很难，
但吴瑞龙课后一直思考，终于
把那道题解出来了。”

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老师同学伸出援手

祸不单行，在吴瑞龙生病
前，父亲吴电刚在车祸中小腿
粉碎性骨折，至今不能干重
活。

据了解，吴瑞龙的老家在临沂
市平邑县，2009年全家搬到了
淄博周村，在恒星路上租下了
一间房屋。父亲受伤后，一家
人靠母亲打工来维持基本的
生活开支。

吴瑞龙从被确诊为原发
性肝癌后，在济南齐鲁医院做
了切除手术，但现在又复发
了。“我出车祸后，工厂里赔付
了7万元，现在全用来给孩子
治病了。”吴电刚说，在这之
前，给孩子治病总共花费10万
多元了，但接下来大笔的治疗
费用仍没有着落。为了挽救孩
子的生命，他们四处筹钱。

近日，周村区城北中学师
生为吴瑞龙举行了救助捐款
仪式。学生家长及社会爱心人
士也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了募
捐。如果您想帮助这个家庭，
请联系吴瑞龙的妈妈徐敬秀，
手机号为：13573373526。

我我的的自自述述
淄博市临淄区辛店大武学校二年级 苗俊瑞

乌黑的头发，一双又大
又圆的眼睛上面是两道弯弯
的眉毛，一个普普通通的鼻
子，加上有点大的嘴，凑成了
机灵的我。

我喜欢看书，特别是《动
物 百 科 》、《 少 儿 百 科 全
书》……有时看得废寝忘食，

因为我看书懂得了许多课外
知识，常常得到老师的夸赞。
我很淘气，有时上课不专心，
开小差，让老师不开心。

这就是我，你愿意和我
做朋友吗 ?欢迎你和我做朋
友。

指导老师 王凤鸾

我我的的梦梦
淄博市临淄区辛店大武学校二年级 陈浩缘

昨晚我做了个梦。梦见
自己变成了小天使，飞到了
一个陌生的地方。

有几百只长着翅膀的
“藏羚羊”在追逐游戏。我轻
轻落到了地上，想靠近它们，
可那些“藏羚羊”看到我，马
上跑到了一片森林里。我急

忙飞到半空中，躲在一片云
彩后面，看着藏羚羊。当我走
出云彩，我看见那些藏羚羊
都飞了起来。漫天都是它们
快乐的身姿，真让人羡慕。

这真是个奇妙的梦！

指导老师 刘同溪

我姐姐家养了一大群
小 兔 子 ，有 小 白 兔 、小 灰
兔、小黑兔，还有小花兔。
我最喜欢那些小白兔了。

它们那一身雪白的绒
毛，像是一件白色的外衣，
高雅极了；长长的耳朵，坚
挺有力的竖着，仿佛冬天覆
盖着白雪的两座小山；水灵
灵的俩眼珠，就像两颗红宝
石；最有趣的就是它们的嘴
了，三瓣且不停地动着，让
唇上的胡须随之舞蹈；它们
的腿和别的四足动物的腿
也不一样，前腿短小后腿粗
大，跑起来很快捷。

当陌生人来到它们跟
前，它们就会停下所有的动
作，蹲在原地，竖着两耳、
瞪着两眼，警惕的望着。如
果你不会对它怎样，它们过
一会儿就会干自己的事儿，
如果你要逗它们玩儿，你还
没有伸手或起步，它们一下
子就蹦出去老远了。

我喜欢小白兔的美丽，
更喜欢小白兔的机灵。

指导老师 王德明

可爱的小白兔
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西单小学

二年级 王鲁雪

近日，由利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百名爱心人士发
起的“爱心100%”公益活动在
齐都镇桓公小学举行。利安人
寿的工作人员为该校贫困学
生发放了爱心书包和作业本、
书籍等爱心物资。 (杨阳)

临淄区桓公小学：

利安人寿爱心公益活动

张店六中：

举行小课题成果展示

近日，张店六中举行小课题
阶段性成果展示活动。展示了课
题教师的研究成果，同时搭建了
一个科研交流的平台，营造了一
种高效、务实、探索的课题研究
氛围。旨在引领更多教师投入到
课题研究道路上来。 (黄友珍)

张店区潘南小学：

开展动感中队创建活动

近日，潘南小学开展了“动
感中队”创建活动。各中队在辅
导员老师引领下，找准“动感中
队”活动生长点，充分发挥队
员的主人翁精神，积极开展丰
富多彩的“动感中队”创建活动，
让少先队活力无限。（赵春）

临淄区召口小学：

开展快乐阳光体育运动

为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自
觉、快乐地参与到阳光体育运
动中,促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凤
凰镇召口小学充分调动、整合现
有资源，为全校学生精心安排了
跳绳、踢毽、立定跳远、羽毛球、
等多项锻炼项目。 （任晓聪）

临淄一中：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为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责
任感，近日，临淄一中开展系列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召开主题
班会、组织爱国征文活动、利用
国旗下讲话，举办爱祖国手抄报
比赛。旨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朱晓宁）

班主任经验交流 为提高
班主任的职业荣誉感，交流工
作经验，促进年轻班主任成长，
近日，桓台县起凤镇华沟小学
举行班主任论坛。 （田伟）

消防安全教育主题活动
为了提高幼儿的安全意识，使幼
儿掌握必备的自护自救常识，日
前，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开展了
消防安全教育活动。 (夏巧凤)

新建校舍投用 日前，投资
600余万元的张家坡中心幼儿园
新建校舍投入使用，230名乡村
幼儿享受到了的现代化教育。

(李清娥 王莉秀)

加强放学路队管理 为了
解决放学时校门口拥挤的现状，
确保学生安全，日前，沂源县鲁
山路小学进一步规范了学校路
队制度。 (王晗 高红)

民警进校园 为了切实加
强学校管理，维护校园安全稳
定，近日，沂源县河湖中学邀请
镇派出所民警进校园，指导学
校的安全工作。 （李庆成）

红领巾与法同行 近日，临
淄区虎山小学举行法制教育讲
座，邀请齐都公安局江海泳警
官教育学生们如何运用法律保
护自己。 (崔晓娜 李新红)

好习惯伴我成长 本学期，
沂源县沂河源学校开展了“一
年级学生一日常规习惯养成”
教育活动。学生们各方面都有了
很大进步。（高学忠 周艳歌）

反腐倡廉大讨论 近日，
临淄二中召开党建工作专题
会，号召学校全体党员进行反
腐倡廉大讨论，建设风清气正
教学环境。 (郑军)

防暴力安全演练 近日，沂
源县河湖中学开展了校园防暴
力事件安全演练,特邀南麻镇派
出所的齐警官全程参与了本次
演练。 （李庆成）

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12月
27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幼儿园
组织各班召开了“元旦假期安全
教育主题班会”，确保幼儿平安、
愉快地过节。 (张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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