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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搭建建家家校校互互动动平平台台，，架架起起协协同同育育人人桥桥梁梁
章丘区实验小学家庭教育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术红柳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章
丘区实验小学将家庭教育工作
列为学校教育管理的一项重要
内容，不断完善以学校教育为
主导、家庭教育为基础、社会教
育为依托“三结合”网络化家
庭教育体系，创新家庭教育
方法，整体提升了家庭教育
的实效性。学校积极探索有
效的家校合作之路，逐步实现
家校之间行动一致、信念一致，
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搭建起一个

精彩的舞台。
实验小学从让每一位师生

都能“做最好的自己”的办学理
念出发，坚持学校教育与家庭
教育的全面对接，加强管理机
制和教师队伍建设，构建新
型合作的家长学校，携手并
肩立德树人。

2010年10月，实验小学家
长委员会挂牌成立，充分发挥
家长委员会的沟通、监督、参
与、服务作用，在学校和家长之
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学校采取
请进来与走出去的方法，每学
期开展“家长体验日”活动，即
每班有两位家长进入学校，参

与体验四项活动，即“听、讲、
看、写”，和学生一起全程参与
上课、大课间、实践活动、班级
管理等。

家访是联系学校和家庭的
一座桥梁。学校一直以来把家
访工作作为学校管理的一项重
要的工作，将电话随访、QQ家
访、微信家访和登门重点访问
相结合，解决了家长因工作忙、
路途远不方便等一些实际问
题，为此家长对学校民风测评
满意度特别高。为进一步推进
家庭教育的健康发展，学校每
学期都要举办不同形式的“优
秀家长评选活动”，通过班级推

荐，初步评选、学校复评，确定
每班一名“优秀家长”，利用家
长会时间采用网络直播的形式
进行集体表彰，发挥优秀家庭
的辐射带动作用。

如今走进实小，你会发现
一些忙碌的身影，他们有的在
帮助教师维持秩序，他们不求回
报，不留姓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实小家长志愿者”。在学校
家委会的号召下，实小家长志愿
者队伍不断壮大。

为营造浓浓的读书氛围，
学校开展了“共品书香”亲子阅
读活动。各班家长和学生积极
参与，充分激起了家长阅读的

兴趣。假期中，在家长的支持帮
助下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
区实践活动。2017年，学校被确
定为“章丘区家庭教育基地”，
为更好发挥家教基地的示范辐
射作用，学校积极申报了山东
省教育学会《家校合作促进学
生品行习惯的养成研究》省级
课题，并成功立项。

总之，实验小学多措并举
实施家庭教育，将家庭和学校
教育紧密地联系起来，让每一
位家长了解教育、理解教育、支
持教育。搭建家校互动平台，架
起协同育人桥梁，章丘区实验
小学一直在路上！

实实验验小小学学

家家长长大大讲讲堂堂开开讲讲啦啦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支
倩倩 通讯员 王珍珍 陈
慧文） 为了促进学校与家庭、
社会的密切配合，发挥家长不
同的职业资源优势，近日，实验
小学家长大讲堂开讲啦！本期
学校邀请到章丘区红十字会张
燕会长为大家讲授“儿童学急
救 急救为儿童”的专题讲座，
学校部分师生参与了活动。

通过本次讲座，师生们纷
纷表示学到很多自救互救技能
知识，提高了自身面对突发事
件和意外伤害的应变能力，加
强了安全意识。

奋奋战战十十昼昼夜夜，，汇汇泉泉路路终终于于修修好好了了
相关部门表示：30多年老路，每年都需路面维修养护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支
倩倩 通讯员 宁春芳） 5月
8日凌晨，连续奋战10个昼夜，
汇泉路老化路面维修工程全面
完工。“路面不平不好走，心堵；
一修路，心还堵”“去年刚修了，
今年又修”……而在之前，不少
市民对汇泉路的再次缝缝补补
表示不理解。

5月8日凌晨，连续奋战10
个昼夜，汇泉路老化路面维修
工程全面完工。工程自4月25日
开工，中间避开五一小长假，共
修补路面8000多平方米。

据市政设施管理所的相关
负责人介绍，作为城区老路，汇
泉路维修改造从开工第一天就
备受关注。30多年的老路了，在
不进行大建设施工情况下，每
年都要定期进行路面的维修养
护，才能保证良好的路况。

至于为什么不进行重修的
原因，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考
虑下一步明水古城建设，工程
车辆有可能会对新路面造成破
坏，所以选择了“保守治疗”。

据市政设施管理所的相关
负责人介绍，城区老路的维修
养护既面对施工的考验，也面
对市民群众质疑和不理解，“去
年刚修了，今年又修”“施工质
量是不是有问题”……在施工
现场，技术人员、施工人员、安
全员经常要和过往的市民进行
耐心细致的解释，“今年修补的
是冬天上冻等因素又造成的新
老化和破损，不是刚修好的又
坏了”。

作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部

门，住建委市政设施管理所一
直采取“保守治疗”，每年对城
区老路进行定期养护。因老化
破损、冬季上冻、交通事故所造
成的路面问题，要先进行铣刨
处理，一处处打磨、切割出需要
修补的路面，形成一块块“补
丁”，然后摊铺沥青，最后轧路
机轧实，新旧结合处一定要处
理得严丝合缝，一道道工序下
来，来不得一点马虎。

记者了解到，在汇泉路施工
前，市政设施管理所拿出了最详
尽的施工计划，汇泉路从明堂街
到绣水大街全长2300米，一处处
查实共计修补600多处；采取逐
段推进，“干好一段说一段，少

围一米是一米”，为了最大限度
地减少扰民，减少拥堵，市政设
施管理所避开上下班高峰，避开
五一小长假。坚持速战速决，采
取饱和式施工，加大设备人员投
入，环环相扣，压茬推进施工，每
天出动机械铣刨机、铲车、轧路
机、自卸车、撒布车、水车等十多
种机械设备，出动工人30余人，
白天铣刨，夜间摊铺，一般干到
凌晨三四点钟，减少了噪音和各
种的扰民现象。为了保证施工质
量、进度和安全，技术人员一直
盯在施工一线，经常到深夜一
两点钟，对出现的问题第一时
间做好处理，实现施工时间和
进度的最大扁平化。

官庄街道开展环境整治行动

打打造造清清新新亮亮丽丽街街道道容容貌貌环环境境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支

倩倩 通讯员 沈佳琦）“东
西商业街虽然是官庄的两条主
街，但是以前乱搭乱建、占道经
营随处可见，自从整治以后，
道路整洁宽敞了，商户也都
规 范 经 营 了 ，看 着 舒 服 多
了。”家住官庄村的王德树大
爷高兴地说。

据悉，为全面贯彻区委、区
政府的镇街驻地提升工作的安
排部署，官庄街道以镇容镇貌
提升为重点，对309国道沿线及
东西商业街进行综合整治，进

一步提升驻地环境，为下步
驻地整体提升改造打下坚实
的基础。

为确保整治效果，采取定
点蹲守和机动巡查的方式，加
大巡查监管力度，并全面开展
宣传动员工作，下发《致广大
经营业户的一封信》5 0 0余
份，组织人员挨家挨户进行
宣传讲解，切实提高整治活
动的社会关注度，营造浓厚
氛围。随后，根据以驻地环境
卫生整治、街面商户改造为
突破口，明确责任分工，层层

落实责任，按照“部门联动”原
则，组织综合执法中队、市场监
管所、建委进行协调配合实施，
实现多部门联合执法，全力打
造靓丽、整洁、有序的驻地市场
经营环境。

规范整治，亮化镇貌。规范
驻地广告设置，清理乱设广告
牌匾，清除街道墙面、线杆、公
共设施等乱贴的野广告、小广
告，彻底清除绿化带内杂物，清
理道路乱摆摊，临街商户店外
占道经营，取缔乱搭乱建行为，
打造清新亮丽的街道容貌环

境。环境卫生，全民参与。为做
好驻地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工
作人员对沿线商户进行实地走
访，倡导周边居民积极参与到
驻地提升改造计划中去，监督
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使人
人都成为主体，共同维护好镇
域环境，确保驻地提升改造工
作有序有力推进。

截至目前，共清除不规范
门牌匾、沿街灯箱、橱窗广告
100余个，规范店外经营20余
家，疏导流动摊点7处，集中整
治活动初见成效。

高官寨街道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推推进进乡乡村村美美丽丽嬗嬗变变

本报5月10日讯（记者 支
倩倩 通讯员 刘召岳） 自
2018年3月下旬起，一场旨在建
设 美 丽 乡 村 的 重 大 基 础 工
程——— 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行动在高官寨街道吹响号角。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使一处
处乡村的环境面貌得到明显改
善，使农村环境整治走上制度
化、规范化、常态化轨道，美丽
乡村的轮廓日渐清晰。

据悉，作为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及提升民
生福祉的重要抓手，此次整治
行动高官寨街道组织3 9个村
支部书记去蒙阴、沂南、邹城
观摩美丽乡村建设，经过周
密规划、制定下发《高官寨街
道办事处关于争创“最干净
村居”暨村居管理综合考评
工作方案》，开展轰轰烈烈的

“最干净村居”争创活动，巧
妙借鉴网格化管理办法，实
行“安排部署、集中整治、巩固
提升”三步走，重点对农村“三
大堆”进行集中整治，实现所有
行政村环境优美、绿色生态的
目标。

记者了解到，罗家、付家、
位化林、姜古庄作为“最干净村
居”示范村，率先发动广大群众
对房前屋后“三大堆”进行集中

清理。4月20日，高官寨街道全
体领导干部、各管理区书记、各
村支部书记现场观摩高官寨街
道“最干净村居”示范村，通过
示范引领，为其他各村下一步
工作捋思路、讲办法。

目前在各村，一场由全体
机关干部、村干部和村民群众
参与的环境综合整治“大戏”正
在如火如荼上演。环境整治三
分建、七分管，只有建立长效管
护机制，整治成果才会巩固下
来。高官寨街道将在集中整治
的基础上，加强农民环保意识
的宣传、教育和引导，提升民众
素质，逐步建立村民自治的长
效管护机制，确保农村环境整
治常态化、管理长效化。

高官寨街道村干部、群众联袂

携手清理“三大堆”。

深夜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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