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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三个多月，举办五大赛事活动

济济宁宁市市育育才才中中学学英英语语节节亮亮点点纷纷呈呈

本报济宁5月15日讯(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张迪迪
代会芹) 5月6日，济宁市

育才中学2018年“北京新东
方·北京艺苑传媒”杯英语节
汇报拉开序幕。在过去的三个
多月中，学校通过开展各项英
语主题赛事，选手们踊跃参
加、积极展示，力求用激情唤
醒大家探索英语的热情。

本次英语节由学校团委、
高一高二年级部、“希望之星”
英语社团共同举办。活动历时
三个多月，以“Kiss English
Kiss the world!”(亲近英语，
拥抱世界)为主题，相继举办
了英语单词拼写大赛、英语主
题演讲比赛、英语书法大赛、
英语才艺大赛、英语戏剧比赛

等五项赛事活动。
汇报演出首先以《Wel-

come to New York》和
《Fly》两首英文歌曲开场，烘
托了现场气氛。随后的《白雪
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节目，同
学们用精彩的演出致敬经典；

《中国合伙人》背景简练、表达
有力。《飞屋环游记》、《疯狂动
物城》等英文原版配音，惟妙
惟肖，让观众声临其境；《梁
祝》、《花木兰》、《屈原》节目以
英语演绎中国经典，用英语传
播中国传统文化，彰显中国文
化自信……

济宁市育才中学校长乔
德金说，学校一直加强人文教
育，为学生们建立精神故乡和
心灵的栖息地，英语节就是育

才中学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学
校正在实施书香校园工程，重
点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的
素养和能力，以课前演讲、辩
论赛，作文大赛、书法大赛、诗
词大会比赛、教室图书角等方
式，开展文化经典的阅读，让
经典浸润人生，让文化濡养生
命。

本次英语节体现了济宁
市育才中学“普育英才”的核
心办学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展
现才能的舞台，提高了学生学
习英语的积极性，也极大地推
进了校园文化建设。此次活动
不仅是一次英语语言学习的
检阅，也是学校素质教育成果
的展示，更为学生综合素养全
面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

本报济宁5月15日讯(记者
朱熔均 通讯员 袁媛)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等5部门
颁发《山东省切实减轻中小学
生课外负担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要求切实回归素质教育
本质，严格控制作业量，小学
一、二年级不布置课后作业。
为消除家长顾虑，引导教师全
面推行素质教育，济宁市南池
小学开展了以此为主题的“心
理课堂”活动。

学生不再布置书面作业
你怎么想？作为家长如何引

导，让孩子提升学习能力……
5月4日晚，济宁市南池小学的
“心理课堂”上，家长们畅所欲
言，讨论声此起彼伏。“当时一
听布置作业，我是有些顾虑
的。”学生家长周素娥说，来之
前自己特别迷茫，听了这堂课
之后自己豁然开朗，多陪伴孩
子，引导孩子乐学和发散的思
维，将是自己的“应对之策”。

“老师不布置书面作业不
代表‘零作业’，我们以后可以
在开发学生的动手操作和习惯
养成上着手。”南池小学教师庞

春燕说，早在几年前学校就组
织了相应的阅读活动，她打算
下一步教学中将知识生活化，
让孩子们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发
散思维、养成习惯，快乐学习。

南池小学兼职心理疏导
老师王红梅是此次活动的发
起者，她坦言，为破解家长的
顾虑，她联合学校特意组织了
这次“心理沙龙”，力求理顺和
统一家长和老师的思想。结合
孩子们学习习惯、思维发散、
生活知识外延等诸多方面为
家长和老师答疑解惑。

本报济宁5月15日讯 (记
者 朱熔均) 5月6日，济宁
北大培文实验学校为2016级
1560名同学举办了“感恩成
长，放飞梦想”成人礼暨高考
400天动员大会，以此庆祝同
学们步入成人行列，正式吹响
决战高考的号角。

成人礼上，父母亲手为自
己的孩子行“冠礼”，加冠的学
生对父母深深三鞠躬行拜谢
礼，感谢父母十八年的生养哺
育之恩。仪式上，学校领导还

特意为同学们颁发了《宪法》，
让学生牢记自己作为一个合
法公民的责任，担负起祖国的
未来。

“就在那一瞬间，我感觉
自己长大了，不再是个孩子
了。”高二、一班学生刘鹏程
说，一场成人礼，让他知道了
感恩、勇担重任、珍惜青春，也
明白了父母、老师的良苦用
心。“学生们的变化太大了，别
看只有短短几分钟的间隔都
跟变了个人似的。”高二、三班

班主任杨现成坦言，跨过成人
门的那一刻，孩子们身上仿佛
少了一丝稚嫩，多了一丝成熟
与稳重。

济宁北大培文实验学校
团委书记、高二级部主任左磊
说，18岁是从孩童到成人的跨
度，学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
导学生把爱祖国、爱人民、孝
敬父母的爱心化作强大的精
神动力，做令家长放心、老师
满意、德才兼备的现代好公
民。

葛校园快讯

济宁十五中

组织青年教师学礼仪

本报济宁 5月 1 5日讯
(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刘镇 杨恒奇) 创建文明
城市，教师当为人师表。近
日，济宁十五中对青年教
师展开文明礼仪培训，用
教师自己的行动，文雅的
行为举止，感染带动身边
的人做文明人，快乐工作、
优雅生活。

活动中，济宁十五中西
校区、东校区分别由丛琳老

师、赵萌老师领衔主讲“教
师礼仪”、“魅力课堂”。两位
老师分别从升旗礼仪、课堂
礼仪、办公室礼仪、集会礼
仪、仪表礼仪等几个方面，
用自身的演示教青年教师
如何做一名举止文雅、行为
规范的文明教师。期间，现
场教师们还一起学做礼仪
操，很多青年教师敞开心扉
畅谈自己入职以来的成长
轨迹。

永丰街中心小学

举办青年教师诵读会

本报济宁5月15日讯(记
者 姬生辉 通讯员 于
广州) 11日下午，济宁市
永丰街中心小学举办“传经
典、塑儒雅”青年教师经典
诵读会。此次活动营造了和
谐的人文校园氛围，锻炼了
青年教师语言基本功，提升
了全体教师审美情趣和艺
术素养。

活动中，青年教师先
后诵读了《我的中国梦》、

《平凡的魅力》、《妈妈的
赞歌》、《感恩的心》、《诗

和远方》等经典文章。他们
饱满的精神，真挚的情怀，
深情的声音，赢得了现场
阵阵掌声。济宁市永丰街
中心小学校长李均鹏指
出，百年永丰是一代一代
永丰人努力奋斗的成果，
今天的成就源自全体永丰
人忘我的工作、家庭成员
默默地支持，青年教师尊
重爱戴老教师，老教师支
持帮助青年教师，青年教
师的专业成长之路将会越
来越宽广。

本报济宁5月15日讯(记
者 姬生辉 通讯员 付
吉峰 强苏月) 为了增强
学生的文明意识，引导学生
的文明行为，近日，济宁八
中举行了以“创建文明城
市，做文明八中人”为主题
的活动。

周一升旗仪式上，学校
全体教职工在国旗下齐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生

和老师代表分别利用国旗
下的讲话向师生们发出倡
议，希望学生们自觉遵守

《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不
乱丢垃圾，不说脏话，文明
出行，与同学和谐相处。学
校要求老师们遵守师德规
范，抵制有偿家教，在日常
教学中以身作则，给学生们
树立良好的榜样，让文明走
进课堂，遍布校园。

济宁八中

创文明城，做文明八中人

济宁市实验初中

感恩母亲，陪妈妈过节

本报济宁5月15日讯(记
者 姬生辉 通讯员 宋
丹 白红锦) 为了更好地
让孩子学会感恩，5月11日
下午，济宁市实验初中2016
级卓越中队“情满五月天，
爱就在当夏”母亲节主题活
动拉开序幕，全体学生和家
长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中，家长和孩子带
来了亲子共读《陪你一起长
大》，妈妈在诵读中几度哽
咽；“爱你知多少”、“你来表

演我来猜”、“找妈妈”几个游
戏让妈妈和孩子增加了默
契度；孩子们带来的情景喜
剧《我和我的极品老妈》通过
展现孩子和妈妈平时的生
活情形，让大家感同身受，捧
腹大笑；孩子们儿时照片更
是让大家看到了妈妈为孩
子们成长的付出；感人至深
的“为你写诗”环节，孩子和
妈妈真情流露，表达彼此的
爱。最后，孩子给妈妈送上了
神秘的母亲节礼物。

济济宁宁北北大大培培文文实实验验学学校校
为为11556600名名学学子子举举办办成成人人礼礼仪仪式式

推推行行素素质质教教育育，，让让孩孩子子快快乐乐学学习习
济宁市南池小学邀家长、教师做客“心理课堂”

英语节汇演现场。 本报记者 姬生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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