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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就各位，演练开始。”
随即，一名男子持棍张牙舞
爪、咋咋呼呼地闯入了城北中
学大门，门岗警卫立即持装备
拦阻该男子，并开启了应急广
播。片刻，安保队员佩戴头盔、
防刺服，持盾牌、警棍迅速赶
赴现场开展处置和救援工
作……这是近日周村区巡特
警大队和城北中学联合举办
的防暴恐安全演练，而就在前
一天，随着周村区中小学安全
管理标准化试点项目启动会
的召开，周村区首次获得的国
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 中
小学安全管理标准化试点工
作正式启动。

近年来，周村区教体系统
以打造“最安全”校园为抓手，
长期坚持校园安全“清单式”管

理，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
可。建立中小学安全管理标准
体系，是周村区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各级标准化体系建设相
关文件精神的具体体现，对于
该区积极参与“山东标准”体系
建设，着力增加山东标准中的

“周村元素”，为该区经济社会
创新发展、协调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所谓中小学安全
管理标准化，就是采用标准化
方法，开展以制定标准、组织
实施标准、对标准实施进行监
督，以实现安全管理程序规
范、岗位职责明确、安全管理
效果良好和公众满意度高为
目标，全面提升中小学安全管
理科学化水平。

之所以称之为试点，就是
其它地区所没有的，或是没有
普遍开展的工作。着力推进中
小学安全管理标准化试点项

目建设，形成有周村特色的中
小学安全管理标准体系是这
次标准化试点工作的基本任
务。“我区开展中小学安全管
理标准化试点，是一项创新性
工作，处于摸索、尝试阶段。通
过建立标准、实施和不断改进
标准，逐步形成有周村特色的
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小学安全
管理标准体系。”启动会上，周
村区副区长李寅萍说。

“中小学安全管理标准化
是一项系统性、全面性、细致
性的工程，对于各项教学设施
建设规格、安全管理体制、安
全应急演练等环节的安全管
理规范要求，均能逐一找到

‘答案’。说得细一点，门窗的
大小、课桌的高矮都有标准。”
周村区教体局安办相关负责
人讲到，“针对校外活动、功能
室、体育运动、危险化学品、消
防等安全管理也提出制度性

要求，对学校隐患排查治理、
应急救援、善后处置等给出规
范性指引。”

据悉，整个项目的落实将
持续到2019年底，分四个阶段
进行。第一、第二阶段，主要开
展该项目的策划和标准体系
的建设。所谓标准体系框架，
将按照GB/T24421-2009系列
标准要求，本着结构合理、衔
接配套、覆盖全面、适应社会
保险服务发展的目标来搭建。
第三阶段，全区教体系统各单
位将按照标准体系进行实施和
改进，同时，“理论结合实际”，
对施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进一步对标准进行修订。第
四阶段，就是总结验收和推广，
总结提升标准化先进案例和示
范学校的成功经验，形成具有
特色鲜明的学校安全管理标
准。同时，在全省、全国推广相
关经验，提高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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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

开展抵制有偿补课活动

为持续做好治理中小学
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工作，切实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营造良好
教育行风，近日，张店区特殊
教育中心学校党支部、工会组
织全校36名教师开展“让爱心
点燃特教智慧之光 用承诺
拒绝一切功力行为”为主题的
在职教师抵制有偿补课承诺
活动。 (黄芹 翟英明)

张店区潘南小学：

开展拒绝有偿补课活动

近日，潘南小学全体教师
开展“在职教师拒绝有偿补课
承诺活动”。根据市教育局、区
教育局下发的《关于建立健全
治理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
长效机制的意见》的通知，该校
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认
真扎实贯彻落实。翟凤校长亲
自将意见全文传达到每一位在
职教师，并要求教师逐一签订
承诺书。 （张桂华)

日前，遄台中学党支部组
织全体党员到稷下党性体检中
心开展了党性教育体检活动。
全体党员观摩了党性体检馆的
学习长廊、初心唤醒室、党性体
检室，进行了党性知识学习，观
看了党性教育专题片，重温入党
誓词，学习先模人物先进事迹。
在党性体检室，依据“四讲四有”
合格党员标准，逐一进行了对
照自检和党员互评。（赵敏）

临淄区遄台中学党支部：

开展党性教育体检活动

为贫困学生保驾护航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徐家庄中
心学校下发了《致初中毕业生
的一封信》，向学生解读和介
绍了高中阶段相关资助政策。

(夏红军 孙欣)

为安全度过夏日汛期，日
前，皇城一中组织了校园安全
专项检修活动，并议定方案，及
时整修。检修针对学校防漏工
程、排水设施、雨水利用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的查验，为防汛工
作争取到了主动。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校园安检防汛

本学期，龙桑小学在全校
教职工中开展廉政法纪教育：
签订一份《廉洁从教承诺书》，
参加一次党纪法规知识测试，
接受一次红色教育，观看一次
党风廉政警示教育片，接受一
次拒腐防变免疫力“体检”。

(田家礼)

高青县龙桑小学：

筑牢“腐变”防线

张店十一中：

家校联手暑假学生安全

为落实好家长安全责任，
强化暑期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和安全监管，切实保障学生安
全健康成长。近日，张店十一
中召开暑假安全教育大会。大
会由学校魏俊峰校长主持召
开。全校的学生和学生家长全
部参加。 (王新星)

宣讲交通知识 为确保
暑假期间出行安全，日前，张
店区傅家实验小学邀请区交
警大队山泉中队的民警走进
校园，开展了交通安全知识宣
讲活动。 (王超)

防溺水安全教育 为增
强幼儿安全意识，避免溺水事
故的发生，近日，沂源县振兴
路幼儿园利用多种途径开展
了“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陈晓燕 孟令霞)

日前，中埠镇小学举行
2018届“心怀感恩·放飞梦想”
小学毕业典礼。孟强校长为
全体学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
话，向学生们提出了殷勤的
期望。他希望全体毕业生继
续勤于学习，奋发向上，将来
为母校争光。 (宋慧)

张店区中埠镇小学：

举行2018届毕业典礼

桓台县起凤小学：

暑假，把课堂搬回家

为拓宽师生学习的时间
和空间，近日，起凤镇起凤小
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暑假，
把课堂搬回家——— CCtalk网络
授课研讨会。研讨会上，学校
负责信息技术工作的徐主任，
对CCtalk这一软件的安装和平
台操作流程，进行了细致的讲
解和示范。随后，老师们对建
群、网上直播、资源分享等方
面进行网络授课中遇到的问
题进行了交流，旨在，为老师
们搭建一个资源共享与教研
融合的平台。 (王会)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拒绝有偿补课活动

为教育全体教职工自觉
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拒绝有偿补课，做到爱岗
敬业。淄川区实验幼儿园通
过组织“树师德，正师风”拒
绝有偿补课“三步曲”，引导
教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
有”好老师。 (马永群)

为推动学前教育资助工
作的开展，使家庭经济确实困
难的入园幼儿得到关怀。鲁山
路幼儿园建立了以园长为组
长的资助贫困儿童送温暖工
作小组，并制定实施方案。针
对重度贫困家庭儿童进行走
访慰问。 (张会)

沂源县鲁山路幼儿园：

走访入户送温暖
高青县田镇中心幼儿园：

“零隐患”过暑假

为加强幼儿园暑期安全
管理，近日，田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了暑假前安全隐患大排
查活动。重点排查了校舍、消
防、用电等各类安全隐患，对
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作了
详细记录，并限期整改和维
修。 (孙国平)

为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近日，齐都镇张家庄的踩寸
子走进桓公小学。旨在将本
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
园、融入学校教育，培养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充分发挥学
校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
性作用。 (杨阳)

临淄区桓公小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

桓台县田庄镇中心小学：

参加网上“面对面培训”

近日，田庄镇中心小学组
织全体教师通过网上直播收
看市教育局举办的2018年全市
中小学“面对面培训”——— 智
慧教育专家报告会。让老师们
认识到，信息技术在教育发展
和教育改革中的应用，激发和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
了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促进
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罗莉)

桓台县实验中学

举办益智课堂教科研论坛

日前，桓台县实验中学举
办了主题为“益智课堂教学中
思维节点的发掘与活动设计”
成果展示教科研论坛。12名教
师分享了他们在课题研究中
的做法及心得。各位发言教师
以自己负责的益智器具为载
体，以促进学生思考力发展为
核心目标，讲述了自己如何设
计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通
过动眼、动耳、动手、动脑、动
口和动心，开拓思维。

(卢静 任智红)

爱眼宣传教育 为关爱
青少年眼健康，日前，沂源县
历山街道办事处荆山路小学
开展加强对学生近视防控的
重要性宣传展示，倡导科学用
眼。 (唐刚 孙静)

学宪法 讲宪法 日前，
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组织
开展了“学宪法 讲宪法”暨

“宪法小卫士”火炬传递启动
仪式。尊崇宪法，弘扬宪法精
神。 (房秀伟)

传授传统教育 近日，沂
源县历山街道成教中心教师
到乡村社区为村民传授传统
文化知识，解读互帮互助、邻
里友善、孝敬老人等优良传
统。 (刘华)

幼小衔接 近日，沂源三
中协同东里中心幼儿园组织
大班的全体幼儿到沂源三中
小学部进行参观活动，为幼小
衔接上了近距离生动的一课。

(江秀德)

暑假安全教育 近日，沂
源县鲁山路小学召开暑假安
全教育大会，进行了一系列安
全知识的宣传教育：特别是防
溺水、交通安全。(王晗 高红)

法制报告会 为增强同学
们的法制意识，日前，沂源四中
邀请县检察院宣传科刘科长为
广大学生作了“学法、用法、守
法”法制教育专题报告。(刘士春)

期末家长会 日前，沂源
县鲁村中学以班为单位组织
召开暑期期末家长会。旨在，
加强学校与家长的沟通，让孩
子们享受一个平安、和谐的暑
假。 (唐传成)

研讨课堂教学 近日，沂
源县鲁阳小学与石桥镇教体办
一行20余名教干教师在鲁阳小
学进行了共同研讨“数字化一
对一”课堂教学活动。(胡英群)

幼小衔接绘画活动 近
日，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大班
教研组开展了“共画幼小衔接，
感受幸福之旅”绘画活动。激发
幼儿绘画活动的兴趣。(夏巧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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