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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追寻寻教教育育脚脚步步，，感感恩恩教教师师奉奉献献
曲阜师大附小组织学生参观中国教师博物馆临时展厅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记者
姬生辉 周伟佳) 11月3

日上午，在班主任颜景军的组
织带领下，曲阜师大附小四年
级3班的全体学生参观了中国
教师博物馆临时展厅。

上午10点，小学生们来到
位于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内的
中国教师博物馆首批文物临
时展厅，开始了一场意义非凡
的穿越之旅。在讲解员的带领
下，同学们参观了“教师概

述”、“教师之祖”、“教师之
道”、“教师之所”、“名师堂”、

“群像馆”、“中国教师走向世
界”等展区。博物馆的一件件
文物、一幅幅图片和一个个雕
塑，向小学生们叙述着中国教
师的故事，呈现着中国教育的
变迁，激发了他们对教师的敬
仰和对学习渴求，使他们认识
到应该更加珍惜今天优越的
教育资源，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和社会。

“同学们，这是叶圣陶先
生的教育教学手稿。你们看
看叶圣陶先生的字迹写得多
么工整，手稿的内容正是叶
先生对教育的思考。他是我
国著名的教育家……”在叶
圣陶先生的教育手稿展柜
前，同学们认真地听着颜景
军讲述他的生平事迹。在自
由参观阶段，有的学生围在
孔子雕像前翻阅着传统文化
典籍著作；有的学生驻足在

最美乡村教师展台前倾听爱
的教育心声；有的学生在田
家炳展区相互交流着；有的
学生好奇地看着展览的教
具；有的学生欣赏着毛笔书
写作业……

一个多小时的参观很快
结束了，同学们兴致勃勃地
和中国教师博物馆馆长王华
教授合影留念，在返回的路
途中，孩子们仍意犹未尽，还

在交流着相关话题。这次参
观中国教师博物馆实践活
动，既使学生们了解了国内
首座以教师为主题的综合性
博物馆，又让他们感知了教
师和教育的历史变迁，也切
身感受到了教育的发展历
程，有利于激发他们爱学习、
求上进的学习热情，进一步
弘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
良传统。

任城区教体系统开展创城攻坚推进会

创创建建文文明明城城市市，，共共享享美美好好生生活活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付吉庆)
11月5日，任城区教育体育

局召开全系统创建文明城市
攻坚推进会。局党委成员，各
教办、中小学、幼儿园主要负
责人和局机关科室、直属单位
全体人员共400余人参加会
议。

会议邀请市创城办文化
教育组组长郭德成做辅导培
训，他从创城工作中教体系统
应关注的事项、普遍存在的问
题和下步努力方向进行了详
细的讲解。讲解内容丰富、措
施扎实、方法灵活、针对性强，
可操作性强，与会人员受益颇

深。随后，济宁十五中、霍家街
小学和李营教办主要负责人
代表不同层面作了表态发言。

创建全国文明城是济宁
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目
前已经到了攻坚阶段，会议对
全系统创城工作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梳理，并对下步工作进
行了全面安排部署。首先提高
认识，全速全力抓推进。充分
发挥教育干部和党团员带头
作用，克服“畏难、厌战、牢骚、
应付”的四种思想倾向，加强

“领导力量、时间精力、资金投
入、创城队伍”，高标准、高效
率落实好承担的各项任务。进
一步细化分解创城任务，将目

标分解到每个科室、每个人身
上，卡住时间节点，做到“千斤
重担大家挑，人人肩上有指
标”。认真落实市、区创城办提
出的“三张”责任清单，抓好公
益宣传，抓好环境卫生，抓好
活动引领，继续推进“小手拉
大手”“老少共创文明城”“评
选文明小标兵”“少先队员给
家长捎句话”等特色活动的开
展。同时，严肃督查、严肃监
管、严格考评。通过督查检查，
倒逼创城工作天天有变化、周
周有提升，确保整改见底到
位。考评结果将纳入年度综合
考核、文明校园评选、单位领
导班子评价综合运用。

手手脑脑并并用用玩玩魔魔方方，，为为课课余余生生活活添添色色彩彩
二十里铺胡坑小学“第二课堂”，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记者
周伟佳 通讯员 付吉庆)
手指飞舞，魔方在手中快速

转动，35秒，二十里铺胡坑小
学五年级男生现场将一个三
阶魔方复原。日前，二十里铺
胡坑小学创新开展魔方社团，
为孩子们的课余活动增添了
一份新意。

“同学们，看谁能在最短
时间把魔方复原……”10月25
日，二十里铺胡坑小学活动室
内热闹非凡，5名小选手围坐
在圆桌旁，手持魔方蓄势待
发，一场紧张激烈的魔方比赛
即将上演。“3，2，1，开始！”随
着老师一声令下，魔方在他们
手中飞速旋转。仅用时35秒，
五年级学生胡津硕率先完成，

4名小选手紧跟其后完成复
原。

二十里铺胡坑小学魔方社
团于今年9月正式组建。考虑到
如何对孩子们的兴趣加以引
导，五年级数学老师葛传训主
动加入魔方社团担任老师。“学
生们都很聪明，在网上找教程
自学，老师只起到引导作用。”
葛传训称，玩魔方可以锻炼孩
子的记忆力、反应能力和空间
思维能力。自魔方社团开展活
动以来，先后有20余人参与，不
少孩子已掌握窍门。

11岁的胡津硕坐在魔方
社团小伙伴中间，专心复原手
中的四阶魔方。“亲手复原魔
方很有成就感，比玩游戏有趣
多了。”胡津硕说，玩魔方不

难，全靠自己摸索，他的经验
是多练习。每天做完家庭作业
后，都会花至少半小时来练
习。他希望今后能和更多地魔
方高手进行交流。

“作为一所农村学校，班
级里多数是留守儿童，不少学
生因缺少正确引导而沉迷于
网络。”胡坑小学校长侯凯称，
在师资紧缺的情况下，学校先
后成立了书法、折纸、器乐、舞
蹈、魔方等10余个兴趣社团，
在每周二下午第三节课组织
学生进行课余活动，丰富学生
课余生活。“我们努力做到以
学生为原点，学生基础教育与
特长并进，让每个孩子都能感
受到教育的多元化，更好地成
长。”候凯说。

济宁北大培文实验学校
开展2018级远足活动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 (记
者 姬生辉 周伟佳 通讯
员 王宁) 11月2日，济宁北
大培文实验学校(济宁市实验
中学)开展第八届远足活动。

当日上午7点50分，2018
级全体学生齐聚学校操场，
校长王兴斌为学生代表授旗
并讲话，勉励学生们要知行
合一，用顽强的毅力战胜困
难。随后，学生代表带领大家
集体宣誓，伴随着礼炮声隆
隆响起，远足活动正式启动。

8点10分，1500人的队伍
浩浩荡荡地出发，各班级高

举旗帜，同学们一路精神抖
擞，步伐整齐地向目的地走
去。期间，同学们掩饰不住的
兴奋和激动，歌声、笑声、口
号声，此起彼伏。到达目的
地，学生们进行了拉歌、朗诵
等集体活动。

远足活动是学校开展德
育工作的渠道之一，并得到
了家长们的一致认可。“孩子
们在远足过程中亲近大自
然，锻炼了体魄，加强了团队
精神，这将是他们人生中宝
贵的精神财富……”一名家
长有感而发。

济宁市和平街小学
书法教育进校园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记
者 姬生辉 周伟佳 通
讯员 刘淑丽 孙红印 )
1 1月2日，济宁市和平街小
学邀请学生家长刘铁带领
书法家在学校开展“传统文
化——— 书法教育”进校园活
动。

期间，书法家们精湛的
技艺、直观生动的示范，让师

生领略了书法艺术的独特魅
力。在书法创作间隙，书法家
们还与师生交流了书画技
巧。老师们在现场一试身手，
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本次活动培养了全体师
生热爱生活，热爱书法的情
趣，同时激发了师生学习书
法的热情，加深了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

济宁市永丰街中心小学
茶艺文化进课堂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记
者 姬生辉 周伟佳 通讯
员 高莹) 11月2日，济宁市
永丰街中心小学二年级6班
开展茶艺进课堂活动。邀请
家长走进课堂，为孩子们讲
解有关茶的知识，展示茶艺。

课堂上，茶艺老师结合实
物、多媒体图片介绍茶的起

源、茶的种类、茶的礼仪等知
识，让同学们对茶文化有了初
步认识，教同学们学泡茶、学
品茶、学礼仪，让同学们爱上
传统文化。活动中，孩子们亲
自体验茶艺过程，闻香品茶。
丰富的茶知识把孩子们带进
了幽远的茶世界，纷纷惊叹于
中国茶文化的广博。

济宁市第八中学
开展诚信主题升旗仪式

本报济宁11月7日讯(记
者 姬生辉 周伟佳 ) 11
月5日，济宁市第八中学举行

“让诚信成为习惯，构建未来
的成功”主题升旗仪式。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全
体师生神情庄重的注视着
五星红旗缓缓升起。随后，
初二7班同学进行了《让诚
信成为习惯，建构未来的成
功》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
分享了自古以来诚信的故
事以及身边诚信处事的行

为，呼吁同学们从我做起，
从小事做起。

“希望全体同学认真
复习，诚信考试，能够载着
诚信之舟，驶向前程似锦的
明天……”活动最后，孙校
长就下周进行的期中考试
提出要求，并祝福同学们在
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此次升旗仪式，使全校师
生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
将诚信实践在生活中成为
一种习惯。

老师带领孩子们在展厅参观。


	H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