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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2018年沂源县
职业教育活动周动员大会”
在沂源县职教中心举行。活
动以“职教改革四十年 产
教融合育工匠”为主题，主要
包括创意作品展、职业学校

校园开放日、合作企业开放
日、职业服务进社区等活动。

活动周期间，作为沂源
县职业教育活动周主会场，
沂源县职教中心举行了活动
开放周，设计了一系列内容
丰富的活动，包括平衡机器
人积木搭建、数控车工艺品、
自动上水鱼缸、旅游宾馆礼

仪等展示，还开放校园实训
基地，展示学校办学成果等
职业体验活动，给学生及其
家长、社会群众带来丰盛的
职业教育盛宴。

据悉，近年来，沂源县职
业教育事业取得了一系列新
进展，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2017年，为各行

业输送技术技能人才1000余
人，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8%以
上。针对社会劳动力开展了
货运驾驶员、果树四季管理
等各类职业教育和技能培
训，培训总数达1万余人(次)，
大批社会劳动力通过职业教
育掌握了一技之长，为家庭
增收致富提供了重要支持。

沂沂源源县县职职业业教教育育活活动动周周如如火火如如荼荼

开展防震减灾演练 为
提升幼儿园地震应急避险及
疏散演练的组织和管理水平，
强化师生安全意识，近日，淄
川区实验幼儿园开展应急疏
散演练活动。 (马永群)

张店区马尚一中：

开展读书伴成长活动

为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
活，弘扬民族优良传统，传承国
学经典文化，提高学生的文化和
道德素质，创建书香校园。近日，
马尚一中开展了“读书伴我成
长”系列活动。开展“评名著 睿
思维”手抄报评比；开展“好书推
荐卡”制作活动；举行“读书好少
年——— 我的读书故事”演讲赛；
举行“读经典 品书香”经典诵
读赛。 （李娜）

高青县实验小学：

完成党员电子档案
录入工作

为规范化、精准化管理好
党员档案，增强党建工作活力，
实验小学党支部在4月20日县
教育局组织的“灯塔-高青”智
慧党建党员档案管理系统培训
会后，迅速行动 ,周密安排，仅
用六天时间 ,该校党支部就完
成42名党员的电子档案录入工
作，切实提高了党员档案管理
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

(张璇 石文翠)

日前，田镇学区安全“六校
长”工作启动仪式在田镇中心小
学举行。即治安(禁毒)、法治教
育、卫生防疫、食品安全、交通安
全、消防安全六校长。仪式上，各
校、园长为本校安全六校长颁发
了聘书，并代表学校作了表态发
言。县公安局、司法局、卫计局、
食药监局、交警大队等部门负责
同志分别就做好全县中小学幼
儿园安全“六校长”工作提出了
具体要求。(孙国平 李雪峰)

高青县田镇学区：

落实“六校长”聘任

打造教育精准扶贫 为加
强城区与乡镇学校之间的联系
和交流，日前，沂源县鲁山路小
学到张家坡镇冯家圈小学定点
精准帮扶乡镇(村)学校。

(王晗 高红)

为提升教师课堂教学水
平，朱台镇中心小学定期举行
磨课活动。按照个人备课--教
研组讨论--个人修改--课堂
观摩--教后评课--反思总结-
-二次观摩等环节依次打磨，
让每一位教师都潜心研究教
学，促进提升。 (郭庆)

临淄区朱台中心小学：

磨课提升促成长

高青县教研室教研员

到高青三中视导

近日，高青县教研室教
研员到高青三中视导教学工
作。本次视导成员有语文、数
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学
科教研员。上午第一、二节听
课，第三、四节课教研组评
课，下午各教研员抽查教师
常规材料。 (樊武田)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举行好书推荐交流会

为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
惯，体验读书的乐趣，营造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书香校园
氛围，近日，傅家实验小学各班
级举行了好书推荐会。推荐会
上，同学们有的讲述书中所描写
的精彩片段；有的讲述自己阅读
后的所感所想、心得体会；有的
讲述自己的阅读收获......参加好
书推荐的同学都在生动形象的
推荐着自己喜爱的图书。(董芳)

临淄区齐都镇中心小学：

举行感恩母爱教育活动

母亲节来临之际，为让学生
更好地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之情，
近日，齐都镇中心小学举行了

“感恩母亲，我们在行动”的主题
教育活动。通过国旗下讲话和主
题班会的形式，让同学们知晓母
亲节设立的原因和意义，通过具
体的事例故事让学生知道母亲
在我们成长中的付出，体会母爱
的伟大；与“孝行周末”活动相结
合，建议同学们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家务。 （谭建霞）

开展快乐立夏活动 为
让小朋友们了解立夏的风俗
习惯，感受传统节日的趣味
性，日前，沂源县南麻街道中
心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立夏
民俗活动。(孙瑞娟 唐甜甜)

开展消防演练 为增强
师生的消防意识，掌握和提高
消防知识和能力，确保师生的
生命安全，近日，沂源振兴路
幼儿园开展了一次消防演练
活动。 (李欣)

为促进平安和谐校园建
设，近日，皇城一中开展了师
生安全撤离演练活动，全体教
职员工各就各位，组织学生有
秩序、安全、快速撤离，效果良
好。据悉，该校持续不定期开
展安全撤离演练，已形成常规
化。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促进平安和谐校园建设

张店九中：

开展“感恩母亲”活动

为培养学生懂得“感恩”，
引导学生表达对母亲的爱，近
日，张店九中发出开展“感恩
母亲”活动的倡议，拉开了“感
恩母亲”系列活动的序幕。帮
助孩子更多了解母爱的无私
和伟大，引导学生学会感恩。

(商明珠)

近日，凤凰镇召口小学举
行了隆重的“感恩母亲”合唱
比赛。同学们用嘹亮的歌声感
恩母亲。这次合唱比赛，每个
班级分别准备了一首自选歌
曲和必唱歌曲。比赛时，同学
们着装整齐，队形有序，精神
抖擞。 (胥杰芳)

临淄区召口小学：

举行感恩母亲合唱比赛

为提升学生的防火意识，
近日，临淄消防中队消防官兵
走进敬仲中学，为学生上了一
堂内容丰富的消防知识课。发
放消防宣传资料，带领学生学
习基本的防火、报警、逃生常
识，现场教授干粉灭火器的使
用。 (赵允学)

临淄区敬仲中学：

消防官兵进课堂

骨干教师送教下乡 为
发挥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
用，近日，桓台县教体局教研
室组织部分市县骨干教师到
起凤镇华沟小学开展送教活
动。 (刘晓东)

开展预防接种宣传 在
全国儿童预防接种宣传日，沂
源县鲁村镇中心幼儿园围绕

“预防接种 守护生命”主题
开展了预防接种宣传教育活
动。 (齐秀云 唐本林)

为进一步夯实校园安防
工作，切实保障师生人身财产
安全，日前，青城中心小学通
过会议分工强调、应急机制完
善、多样化宣传教育、三防建
设强化保障，全面维护校园安
全稳定。 (王永生)

高青县青城中心小学：

强化校园安全工作

5 . 10廉政教育日期间，黑旺
中心校高度重视，做到了精心策
划、及早安排，结合学校实际开
展了系列廉政教育活动。组织

“小手拉大手”廉政教育进校园
签名仪式；以党小组为单位召开
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组织廉洁
文化进校园书画比赛；积极拓展
廉洁教育的阵地与时空，使廉洁
教育由学校向家庭延伸，从课堂
向网络延展，提高廉洁教育的实
效性。 （李灵军）

淄川区黑旺中心校：

开展廉政教育日活动

临淄区桓公小学：

开展自护自救活动

为让每一名学生都能懂
得自我保护，掌握自护自救的
本领，近日，齐都镇桓公小学
开展“学会自护自救，幸福快
乐成长”系列活动。帮助学生
们树立了安全意识，掌握了自
护自救知识，提高了自我保护
能力。 (杨阳)

丰富第二课堂 为丰富
学生的第二课堂，本学期，临
淄区高阳中学组建校园交响
乐团。同时，圆了农村娃们的
交响乐团梦。 (王雪艳)

开展无人车海选 近日，
桓台县马桥实验小学在高学段
开展了FEG无人车海选活动。
通过海选，普及了无人车知识，
营造了良好科技氛围。(王弦)

近日，田庄中学开展了迅
速有序地防震疏散演练活动。
旨在，加强学校防震安全管理
工作，贯彻“以人为本、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的管理理念，进
一步深化全体师生的安全意
识，提高了师生的自救自护能
力。 （于春苗）

桓台县田庄中学：

开展防震疏散演练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
管理工作，及时查找和消除安
全隐患，杜绝一切不安全事故
的发生，日前，朱台镇高阳小
学针对全体教师进行了校园
安全工作专项培训。让教师们
掌握了更多的意外事件安全
知识。 (薛经新)

临淄区高阳小学：

举行校园安全工作培训

为促进青年教师尽快适
应教育教学岗位，日前，朱台
镇西单小学开展了倾情帮扶
工作。安排经验丰富、教学能
力精干老师对他们进行一对
一的指导，定期组织听、评课
活动，帮助青年教师发现问
题、改进方法。 (莎莎)

临淄区西单小学：

帮扶青年教师成长

张店区铝城第一中学：

举行地震应急疏散演练

在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
铝城第一中学举行了地震应
急疏散演练活动。应急报警的
拉响，全校1200余名师生按照
学校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方案
要求首先实施了紧急避险，疏
散警报响起后按照指定路线
有序疏散。 (周强)

国际交流活动
近日，加拿大哈

顿 高 中 M r . R a n
Salamon一行到桓台
县实验中学进行访
问交流。分别介绍
了各自的办学理
念，及哈顿高中面
向中国学生的夏令
营开展情况，以及
桓台县实验中学国
际理解教育。(卢静)

开展防诈安全教育 为
提高幼儿的安全防范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日前，沂源县
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特邀当
地派出所公安人员进行防诈
防拐安全教育。 (任红)

开展优生优育指导 为
推进优生优育工作落实，近
期，沂源县鲁村镇计生办联合
镇成教中心学校在全镇开展
了卫生健康优生优育指导活
动。 (鞠立华 王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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