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对帮扶干部培训 近
日，沂源三中举办结对帮扶干部
培训会，邀请镇扶贫办郑旭主任
对全校结对帮扶干部进行专项
培训，全体教职工参加。(江秀德)

参加暑期摄影培训 为用
镜头反映绿园教育的新风新貌，
日前，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幼儿园
组织教师参加了为期5天的全县
教师摄影技能培训。(齐爱山)

谈 安 全 话 健 康 近
日，沂源县悦庄镇中心幼儿园
以知识竞赛的形式开展夏季安
全知识教育活动，为孩子们的
安全与健康护航。 (赵圣菊)

开展家庭教育讲座 为做
好学前教育宣传活动，日前，沂
源县振兴路幼儿园开展了“用
爱教育，让美绽放——— 沟通从心
开始”家庭教育讲座。(宋以莲)

加强暑期安全教育 暑假
初，沂源县鲁村镇徐家庄中心学
校分别召开了学生会、教师会及
家长会，全面部署了暑假期间
的各项工作。(周新丰 孙晓)

2018年中考成绩揭晓，沂源县鲁村中学考生再创佳绩。该
校共有220名学生参加了2018年中考，有3名学生进入全县拓展
训练营，10名学生进入全县前300名，52名学生进入全县前1000
名，沂源一中分配指标79人，实际统招录取110人，超出指标31
人，另外特长生录取2人；沂源二中分配指标40人，实际统招录
取62人，超出指标22人；30人被鲁山学校录取；职教中心录取6
人，共210名学生被高一级学校录取。 (唐传成)

沂源县鲁村中学 2018年中考成绩创佳绩
名师工作

室交流活动
日前，张店区
潘南小学北校
区开展司文珊
少先队名师工
作室展示交流
活动。张店区
教育局团委丁冰书记、潘南小学校长翟凤、潘南小学北校区副校
长司文珊以及名师工作室成员参加会议。旨在，使工作室成员坚
定信念，明确工作方向，推动少先队工作再上新台阶。 (刘春梅)

为普及安全知识、提高学生
实际避险能力，皇城一中在暑假
期间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定期
组织学生进行消防、防震、防火
演练活动，开展防溺水安全教
育，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丰富同学们的暑假生活。(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强化暑假期间安全教育

日前，“2017年度全国青少年
足球特色学校骨干体育教师培训
课程”在曲阜师范大学顺利闭幕。
近200名来自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的足球骨干教师参
加，傅家镇中心小学足球教师徐
老师参加了课程培训。(徐家鹏)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参加校园足球师资培训

日前，田镇学区共计40余
人参加了高青县为期两天的
2018年幼儿园园长、专任教师
培训班。本次培训内容涉及绘
本解读的方法与技巧、奥尔夫音
乐经典课例实操训练、幼儿园环
境创设与活动组织等。(孙国平)

高青县田镇学区：

教师假期“充电”忙

关注青年教师，促进发展。
暑假期间，皇城一中举办青年教
师座谈会。全校近五年内参加工
作的青年教师及部分老教师参
加。会上青年教师就工作、生活
中遇到的困惑、收获及心得作了
广泛的交流，气氛融洽。(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青年教师座谈促进步

为深化素质教育，提高教
师队伍素质，进一步提升课堂
教学质量，敬仲中学在完成上级
统一安排的培训任务后，积极在
全校开展读书活动，要求全体教
师利用暑假，加强读书学习，提
升自己的专业化水平。(王利英)

临淄区敬仲中学：

教师加强学习提升素质

近日，张店区特殊教育中
心学校志愿者举行了“爱我家
园净化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深
入兴西社区铲除乱贴的小广告
并清理社区。活动分两部分，一
是义务劳动，二是宣传爱我家园
的文明理念。(张克涛 翟英明)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举行志愿者服务活动

让孩子远离意外伤害，为孩
子的家庭生活带来更多安全保
障。暑假期间，起凤镇夏庄幼儿
园各班主任通过微信群发送温
馨小提示，给家长传授一些急救
措施，与家长交流如何预防及教
育幼儿远离意外伤害。(巩俊杰)

桓台县夏庄幼儿园：

关注安全 远离意外伤害

暑假期间，皇城二中通过
多举措部署假期安全工作，进
一步强化校园安全管理。做到
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为学生
平安度过暑假打好“预防针”。
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为创建平
安校园奠定坚实基础。(崔永春)

临淄区皇城二中：

全力做好暑假安全工作

为丰富学生心理健康知识，
形成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日
前，桓公小学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通
过开展心理活动和测试以及心
理方面内容的宣讲，切实解决了
许多同学们的心理问题。(杨阳)

临淄区桓公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助成长

按照《全民健身计划》：“学
校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要开放
体育设施，并在保证校园安全的
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
开放体育设施。”暑假期间敬仲
中学的体育设施对学生开放，满
足学生体育锻炼的需要。(李娟)

临淄区敬仲中学：

暑假开放学校体育设施

为保障少年儿童健康成
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思想道
德建设不放假。暑假期间，该校
少先队大队部以立德树人的指
导思想，利用学校网络等形式
多举措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文明礼仪。(邵明国)

高青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

开展文明礼仪实践活动

本报8月2日讯 (记者 李
超) “金鼎·东柳湾杯”2018齐
鲁晚报小报童暑期营销秀活
动将于本周六开营，在接下来
的10天内，百余名小报童将走
街串巷卖报纸，感受赚钱辛
劳，体验成长快乐。

为让孩子们在暑假丰富
社会阅历，锻炼与人交流的能
力，培养孩子的营销意识，齐
鲁晚报策划推出第二期小报
童活动，本次活动得到金鼎·
东柳湾的大力支持，在营销秀
中表现优秀的小报童可获现
金及物质奖励。

活动启动前，齐鲁晚报将

请专业人士对小报童进行培
训，同时本报将为每名小报童
免费提供T恤衫、太阳帽等物
品，并开设新闻专版以及在齐
鲁壹点APP设立专题，对活动进
行报道，并刊发孩子作文。对表
现优异的小报童进行奖励。

自2012年开始，齐鲁晚报
小报童暑期营销秀已成功举
办六年，千余名小报童通过体
验售报，锻炼了能力，收获了
成长，齐鲁晚报小报童也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肯定，而
他们身穿统一服装，走街串巷
卖报纸，也成为了城市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

““金金鼎鼎··东东柳柳湾湾杯杯””小小报报童童营营销销秀秀周周六六开开营营
百余名孩子将走街串巷售报，锻炼能力，体验成长快乐

金金鼎鼎··东东柳柳湾湾全全新新小小高高层层开开启启预预约约
金鼎·东柳湾是山东金鼎

智达集团集26年开发经验而开
发建设的又一高档小区，项目
位于美丽的孝妇河畔，舒适的
环境配套，优越的地理区位和
巨大的发展前景，吸引了不少
关注的目光，全新小高层开启
预约，敬请期待。

东柳湾项目规划总用地面
积11 . 62公顷，规划建设10栋别
墅，7栋洋房和10栋小高层，共
950户，综合容积率仅有1 . 2。项
目涵盖别墅、洋房及小高层产
品，其中别墅建筑面积约1 . 21
万平米，洋房建筑面积约2 . 43
万平米，小高层建筑面积约

9 . 72万平米。
该项目从居住舒适度出

发，高标准、高起点规划，无
论是项目品质、选材还是建设
标准，都是上上之选，户型宽
敞明亮、南北通透，符合现代
人居住习惯，是淄博经开区高
端新盘。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马玉
姝 通讯员 翟兆霖) 8月2日，
淄川区太河镇东坡村的顾红利、
陈海燕夫妇到淄川区红十字会，
共同在遗体(角膜)捐献申请登记
表上签字，志愿在去世后将遗
体、角膜和器官捐献给医学教学
和临床使用。

现年46岁的顾红利是太河
镇东坡村村主任，妻子陈海燕44
岁，自己经营企业。顾红利2016
年在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资料库时，了解到了遗体、角
膜和器官捐献知识，随即产生了

捐献的想法。
顾红利说：“如果自己死后

也能捐献遗体和器官，帮助需要
的人，这一辈子真正值了。”

但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妻
子时，开始妻子是反对的。在他
不厌其烦地说服下，最终得到了
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并愿意和他
一起登记捐献遗体器官。夫妻二
人把捐献的想法告诉了在上大
学的女儿顾雪，女儿非常支持他
们的决定，并同意作为执行人。

在淄川区红十字会办公室，
顾红利、陈海燕夫妇在登记表上

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委托对
方和女儿作为自己的捐献执行
人。顾雪说：“我为有这样开明的
父母而自豪。”顾雪作为执行人，
也在登记表上签字。

近年来，随着人们思想认识
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
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
器官捐献给需要移植的人是一
种生命的升华，愿意送出这份

“生命礼物”。到红十字会申请志
愿捐献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多。截
至目前，全市已实现遗体捐献41
例，眼角膜捐献71例。

淄淄川川一一对对夫夫妻妻共共同同登登记记捐捐献献遗遗体体器器官官
截至目前，全市已实现遗体捐献41例，眼角膜捐献7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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