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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每一块墙壁、每一个角
落都彰显班级特色，发挥美育育
人功能，近日，高青县实验小学
进行了班级文化建设评比活动。
此次活动，营造了健康高雅的班
级文化氛围，创造了良好的班级
育人环境。 (贾文学 曹飞)

高青县实验小学：

举行班级文化评比活动

近日，敬仲中学开展了废旧
物品创意比赛活动。活动中，学
生们利用收集到的废旧物品，用
创意、用巧手制成一件件精美的
作品，体验着变废为宝的快乐，
感受着“心灵手巧”的乐趣，增强
了学生的环保意识。 (李娟)

临淄区敬仲中学：

开展创意比赛活动

临淄区皇城一中：

开展家长进校园活动

为促进家校共育，近日，皇
城一中开展家长进校园活动。家
长代表们走进班级，还针对青春
期孩子的沟通问题等方面进行
研讨与交流。活动促进了学生家
长进一步了解学校，学校直接听
取家长意见和建议。(李波)

为帮助家长转变教育观念，
让家长掌握与孩子互动、交流的
技巧。近日，张店二中邀请了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学
学会会员任晓燕老师到校开展

《如何高效的陪伴孩子》家庭教
育专题讲座。(范成云 张继丹)

近日，齐都花园小学组织学
生到抗美援朝老兵刘均星爷爷
家中进行了采访慰问。同学们聆
听了抗美援朝的故事，听后纷纷
向刘爷爷表示，要学好本领，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力量。(刘金路 赵书侠)

临淄区齐都花园小学：

开展采访慰问老兵活动

为提高幼儿园保教质量，让
班级一日活动在常规化基础上
更加安全、细致。近日，起风镇中
心园根据本园内的实际情况进
行教研，做到精益求精，使每个
幼儿在园的每一天各方面的能
力都有所进步和提高。(郭艳华）

桓台县起凤镇中心园：

加强精细化班级管理

张店区杏园小学：

开展礼仪规范教育活动

为加强对少先队队员礼仪
规范的教育，近日，杏园小学开展

“规范少先队礼仪，绽放杏园文明
之花”主题活动。此次活动规范了
队员们的礼仪，增强了队员们对
少先队组织的归属感和身为少
先队员的荣誉感。 (李炜)

木李学区创新工作思路，完
善政策措施，大力提高教师队伍
的整体素质。加强师德建设，提
高师德修养；加强师资培训，提
高业务能力；加强教研教改，提
高教学效率；坚持专家引领，拓
展教师视野。 (孙军)

高青县木李学区：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关爱学生健康 为准确掌握
学生的健康状况，近日，沂源县鲁
村中学邀请鲁村镇中心卫生院医
护人员为全体同学进行了体质健
康常规体检。 (李传增 唐传成)

升旗仪式 近日，淄川区实
验幼儿园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
式。升旗活动，是向幼儿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培养幼
儿热爱祖国的情感。 (王建华)

跳绳展示活动 近日，沂源
县悦庄镇儒林集幼儿园开展了
大班幼儿跳绳展示活动。让孩子
们深切感受到了运动的乐趣，更
加热爱体育运动。 (鹿传俊)

精彩户外游戏 近日,沂源
县鲁山路幼儿园组织全园小朋
友们开展了户外游戏活动。满
足幼儿每日运动量，丰富幼儿
园的趣味教学。(张宗叶)

班级文化建设 为营造积
极进取、健康向上的班级文化氛
围，近日，沂源县中庄镇中心小
学开展了班级走廊文化墙设计
评比活动。 (刘娜娜 张芳)

秋季运动会 近日，沂源县
西里中学举办秋季运动会。运动
会的举办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
身体素质，提高了学生锻炼身体
的积极性。 (杜希海 娄树文)

和妈妈同游戏 近日，沂
源县鲁村镇中心幼儿园开展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亲
子游戏活动。家园共育促进幼
儿健康成长。 （齐翠香）

寻找秋天活动 为了让孩
子们了解季节转换带来的变
化，近日，沂源县张家坡镇中心
幼儿园开展了走出教室，寻找
秋天的活动。(李清娥 宋忠花)

近日，皇城二中小学部举办
书法欣赏展活动，展览将在启智
楼二楼持续展出一星期。皇城老
艺术家们以书法传递了正能量，
鼓励了学生在学习中不怕困难、
坚持不懈，并传递了革命前辈长
征精神、延安精神。 (孙龙飞)

临淄区皇城二中小学部：

举办书法展览活动

日前，黑旺中学开展了“重
阳感恩父母”主题活动。班主任
利用班会时间对全体学生进行
感恩教育，大力弘扬孝老敬亲传
统美德。并要求学生们理解父母
的辛苦，回到家中，帮父母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张翠平)

淄川区黑旺中学：

开展感恩父母活动

课前演讲活动 近日，沂源
县张家坡中心学校全面开展课
前5分钟演讲活动。锻炼学生发
表个人见解的胆魄，训练口头语
言表达能力。 (刘勇 王均升)

退休教师座谈会 日前,沂
源四中邀请学校退休老教师重
回校园,举行重阳节老教师座谈
会,共度重阳佳节,传承敬老美
德,共话发展。(翟乃文 刘士春)

张店二中：

开展家庭教育专题讲座

本报讯 日前，张店五中
举行了少先队建队仪式。300余
名少先队员在各中队辅导员带
领下，集结在庄严火红的队旗
下，参加了仪式。

在庄重的授旗仪式、出旗仪
式后，全体师生高唱《中国少年
先锋队队歌》，少先队员们为中
队辅导员佩戴了红领巾，出席领
导为中队辅导员颁发了聘书。少
先队员代表、辅导员代表作了发
言，全体少先队员发起了“争当
向上向善好队员”的倡议。少先
队员们用饱满的热情展现了蓬
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徐瑶)

张店五中：

举行少先队建队仪式

本报讯 近日，张店五中
迎来了“精神文明校园”测评。

本次测评采取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文明创建知识答题
等方式进行。测评人员抵达该
校后，首先在程明华校长的带
领下对校园整体氛围进行了实
地考察。随后测评小组听取了
程明华校长的工作汇报，测评
小组对领导班子和普通教职工
进行了文明创建知识知晓率问
答抽查。测评组一行对该校一
年来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
价和充分肯定。

(徐瑶)

张店五中：

喜迎精神文明校园测评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凯
瑞北校开展了作家面对面交流
活动。此次受邀的是著名儿童
文学作家肖定丽。

肖定丽老师以“阅读与成
长·当童年遇见儿童文学”为主
题，从自身的成长经历说起，和
同学们分享自己创作作品的过
程，语言充满童趣，学生反响十
分热烈。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
让作家把优秀的图书送到了孩
子们的手里，更把对阅读的热
爱送到了孩子们的心里，让孩
子真正享受到了阅读的乐趣。

(邵杰 曹红娟)

张店区凯瑞小学北校：

开展作家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曲艺艺术中的快
板艺术因其短平快的特点而广
受欢迎，是需要传承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凯瑞小学顺应这
一形式，积极作为，于近日重新
组建了新一届快板社团。学校
音乐老师刘素珍主抓社团活
动，并聘请竹韵斋*笑缘口才
的刘相君和冯国彰两位老师作
为技术指导。

孩子们在参与社团训练的
过程中，更加全面的了解了快
板艺术的多种打法和表现形
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刘素珍)

张店区凯瑞小学：

组建新一届快板社团

淄淄博博首首列列““齐齐鲁鲁号号””欧欧亚亚班班列列开开行行
借助“省级”国际物流大通道，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王月悦) 10月31
日上午，“齐鲁号”欧亚班列首
发仪式举行，始发于淄博的首
列“齐鲁号”欧亚班列从淄博保
税物流中心海关监管场站鸣笛
开行。

“齐鲁号”欧亚班列是省
委、省政府统筹全省各欧亚班
列资源，形成合力，建设国际物
流大通道，打造对外开放新高
地的重要举措。淄博借此深度
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全
市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始发
于淄博的首列“齐鲁号”欧亚班
列的开行是省委、省政府对原

“淄博号”中欧班列高质量运行
工作的充分肯定，“淄博号”中
欧班列自2017年8月16日成功开
行以来，成功开行至中亚、俄罗
斯的中欧班列累计达33列，初
步形成了淄博特色的集产、运、
销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模式。
其中，2018年5月17日成功开通
了“淄博-莫斯科”新线路，搭建
了多线路的“一带一路”物流通
道。2017年8月和2018年5月“淄博
号”中欧班列分别成功开行全
国首列整列冷链中欧班列和全
国首列混编冷链中欧班列，2018
年初“淄博号”中欧班列成功纳
入山东省《关于加快发展冷链

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消费升
级实施方案》(鲁政办发〔2018〕6
号)。“淄博—莫斯科”新线路已
将“沂源红”苹果运送至俄罗斯
消费者手中。

本次始发于淄博的首列
“齐鲁号”欧亚班列是双列并
发，共达108车，将经霍尔果斯出
境至中亚，运行时间12天，货源
主要包括淄博市及周边地区生
产的机电配件、日用品、陶瓷熔
块、瓷砖等货物，是“齐鲁号”欧
亚班列联通山东与“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的开始，为“齐鲁
号”欧亚班列助推我省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开了好头。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胡泉) 想了解社会各行业的
工作环境吗？想体验各种不同
的职业吗？快来加入齐鲁晚报
小记者吧！本周日上午，齐鲁
晚报小记者职业体验之旅第
三站，将走进淄博泰和热力，
去实地探访家中的暖气是从
哪里来的。

近日，淄博气温一降再
降，不少市民已经拿出了冬天
的棉衣。淄博即将迎来供暖
季，千家万户将温暖起来。家
中的暖气为什么会热，暖气又

是怎么来的呢？是谁在暖气的
另外一头保证着冬天不会寒
冷，他们用了哪些设备，做着
哪些工作呢？

本周末(11月4日)上午，齐
鲁晚报小记者将走进淄博泰
和热力，去实地探访热力公司
的奥秘，看到温暖背后的一
切。

本次活动将由齐鲁晚报
记者陪同，同时将通过齐鲁壹
点全程直播活动过程，孩子不
仅可以成为小记者，还能够在
荧幕上看到自己。想参加的孩

子快快报名吧。
您可以加入“齐鲁晚报小

记者”微信群或“齐鲁晚报小
报童”微信群，群内每周将发
布最新活动资讯，方便您了解
更多小记者的活动信息。咨询
电话:18053341995(胡老师)。

暖暖气气如如何何进进万万户户，，小小记记者者将将一一探探究究竟竟
周日齐鲁晚报小记者走进泰和热力，探寻温暖背后的奥秘

您 可 下

载 齐 鲁 壹 点

观 看 小 记 者

活动直播，了

解 最 新 活 动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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