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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津鲁两地五校同课
异构活动在沂源一中举办。静

海一中、塘沽一中、淄博十一
中、桓台一中、沂源一中参加活
动，物理、化学、生物三学科在
沂源一中分别进行。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贯彻

新课程理念，博采众长，凝聚智
慧，展示同课异构成果，引领教
师反思，提高课堂效率。

所有执教者以其新颖别致
的导入，生动有趣的展示，依据

自己对教材的不同理解和操
作，让老师们领略了他们不同
的教学风格。虽然他们的授课
方式不同，对重难点的处理有
差异，但都充分体现了新的教

学理念和课程改革的精神，能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
性，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实现
了“同课异构”的价值，反映了
组内老师集体的智慧。

津津鲁鲁两两地地五五校校同同课课异异构构活活动动在在淄淄博博市市沂沂源源一一中中举举行行

灭火器使用培训 为进一
步加强幼儿园安全工作，增强全
园教师消防安全意识，近日，沂
源县鲁村镇中心幼儿园组织了
灭火器使用培训活动。(张慎明)

科学实验抽测 近日，沂
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小学组织
开展科学实验操作技能检测活
动，作为考核任课教师的教学成
绩的依据。 (郝淑云 王均升)

主题家长会 为规范一年
级学生的行为习惯，发挥家校教
育的合力，近日，沂源县沂河源
学校一年级召开以“尊重 沟通
共勉”为主题的家长会。(唐营)

法制教育讲座 为引导
学生做到懂法、守法，近日，沂
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邀请派
出所民警到校举办“法制教
育”专题讲座。(刘勇 王均升)

区县比赛获奖 近日，沂源
县历山街道鲁山路小学在中小
学生羽毛球比赛中获得第七名，
代表队由宋艳老师为指导，鹿皓
乾、逯颖宁等人为队员。(王举祥)

考察指导工作 近日，沂
源二中迎来“省文明校园”检查
组领导就创建“省文明校园”进
行检查测评。将文明校园创建
活动推向深入。 (刘念华)

召开生活会 为深入贯彻
落实各级巡视巡察对基层党建
方面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求，桓
台县马桥实验学校党支部召开
巡察巡改组织生活会。(胡志强)

举行演讲比赛 为践行振
华精神，进一步提高教师师德师
风水平，近日，沂源县第二实验
幼儿园举行“弘扬高尚师德，潜
心立德树人”演讲比赛。(公海英)

六校长启动仪式 为加
强校园的安全管理 ,推动学校
安全工作的开展,近日，沂源县
中庄镇中心小学举行安全“六
校长”启动仪式。(刘琴 张芳)

教学常规展评 为规范学
校教学管理，进一步落实教学
常规，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
小学利用教研活动时间举办了
教学常规展评活动。 (徐晓菲)

为对学生进行优良革命传
统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近日，皇城一中开展了“弘扬
沂蒙精神，承传红色基因”专题
讲座。宣讲沂蒙人民吃苦耐劳、
勇往直前、开拓奋进、艰苦创业、
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开展沂蒙精神专题讲座

近日，花沟学区中心小学
举行“教学常规落实月”反馈
会。会议要求采取手写教案与
电子教案相结合；不超量布置
作业，作业批改做到“五有”，即
有对错、有等级、有时间、有鼓励
性批语、有红笔改错。(周成明)

高青县花沟学区中心小学：

举行教学常规反馈会

桓台县马桥镇：

开展家校集体备课活动

为推动家长学校课程建设，
近日，马桥镇中心学校组织开展
家庭教育课程集体备课活动。活
动中，镇中心学校分管负责人对
教材处理、备课环节、作业设置
等进行了详细要求，各校展示了
近阶段的备课成果。 (胡志强)

为促进青年教师的专业发
展，近日，张店二中举办了以

“锤炼教学技艺提升教学质量”
为主题的青年教师风采展示课
活动，旨在推动教师课堂教学
行为的转变，提升教师驾驭课
堂教学的技能。(刘洁 张继丹)

张店二中：

举办教师风采展示活动

为防止幼儿园“小学化”倾
向，提高办园质量，近日，高青县
教育局领导对高城学区丁夏幼
儿园进行了全面的督导评估。纠
正“小学化”倾向，落实以游戏为
基本活动的要求，切实提高科学
保教水平。(王翠香 马明叶)

县局督导室领导督查

丁夏幼儿园办园行为

为开阔学生的视野，激发
学习兴趣，近期，马桥镇陈庄小
学开展自主选课日活动。可选
课程内容有版画、书法、创客、
航模、腰鼓等十多类，共二十多
项课程，学生可以根据爱好，自
由选择上课内容。 (何晓明)

桓台县陈庄小学：

开展自主选课日活动

临淄区召口小学：

开展创文明校园教育

近日，召口小学开展“做文
明学生、创文明校园”专题教育
活动启动仪式。学生进行了做

“文明学生”志愿签名，宣誓，校
领导讲了活动具体内容。教育
学生从小做一个遵德守礼，讲
文明，守纪律的好孩子。(郭伟)

为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
阅读习惯，近日，敬仲中学开展
了以“畅游书海 沐浴书香”为
主题的学生课外阅读周活动。活
动中，举行了我读书、我成长、
我快乐的作文比赛，开展了书
香班级、读书之星评比。(李娟)

临淄区敬仲中学：

举行课外阅读周活动

消防安全培训 近日，张店
区傅家镇中心小学学校邀请应
急救援队工作人员对学校全体
教职员工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
的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张磊)

小篮球园本特色 桓台县
果里镇实验幼儿园推动办园创
新，选择“小篮球”作为园本特
色，并已融入幼儿园日常教育
教学的各个方面。 (张金传)

捐助活动 初冬时节，高
青县田镇学区中心小学的校
园却春意浓浓，近日，该校开
展了以“爱心传递 助力成材”
为主题的捐助活动。(陈园园)

防踩踏应急演练 为培养
幼儿掌握正确逃生要领，从容应
对防踩踏突发事件，近日，桓台
起凤镇中心园举行防踩踏应急
疏散演练活动。(巩天爱 巩会平)

木李学区中心小学紧紧围
绕“一背诵一佩戴一系列”工作
重点，把德育工作具体化、细致
化和生活化。要求学生背诵《中
小学生守则》和《中小学生日常
行为规范》等；组织好小学生佩
戴红领巾；开展好一系列贴近学
生的德育活动。 (刘玉功)

高青县木李学区中心小学：

推进学校德育工作

近日，高青县实验小学蒲公
英中队45名少先队员在辅导员
老师的带领下，走进黄河社区组
织开展“中国传统文化进社区”
活动。为社区居民诵读传统经典
诗文，宣传传统文化。提高社区
居民的文明素养。(李芳 高宁)

高青县实验小学：

中华传统 永恒传承

法治课程建设 近日，张
店区小学道德与法治第三片区
以“共有与共享 为公共生活
奠基”为主题的半日研修活动
在齐德学校成功举办。(房文宇)

张张店店区区科科研研中中心心到到张张店店区区特特殊殊教教育育中中心心学学校校开开展展课课题题调调研研
本报记者 陈伟
通讯员 于丽娜 王丽丽

近日，张店区进修学校张
连明校长、区科研中心李珂主
任、徐海峰主任到张店区特殊
教育中心学校调研指导省级

“十三五”课题及区级课题的研
究进展情况。

本次接受调研指导的课题
分别是于丽娜团队申报的省级

“十三五”课题《培智学校学前
残障儿童“康教结合”课程体
系建设研究》、翟淑娟老师区
级个人课题《高年级智障儿童
购物能力的培养与研究》、李
凯老师的区级个人课题《智障
儿童信息技术校本课程开发
的实践研究》。三位课题负责
人分别从课题概况、课题研究
进展、阶段成果、主要创新点、
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等方面将课题研究的现状做
了详细汇报。

汇报结束后，三位领导
查看了档案材料，对学校严
谨、扎实开展研究的态度和做
法给予了高度肯定，3个课题选
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根植
于学生的实际需求，非常有价
值，课题研究过程非常规范，阶
段成果也比较显著，是在做真
实的研究、有价值的研究。张连

明校长针对该校在没有国家课
程及学生残疾类别多样、残疾
程度重的艰难情况下，依托课
题研究、课程开发来服务于教
学实践、服务于学生，及所研究
课题的应用价值给予了肯定。
希望老师们按照课题研究任
务，合理安排教学与研究的时
间，把握好每一个阶段的关键
点，按时高质量的完成研究任
务。

临淄区齐都镇中心小学：

听听英英雄雄故故事事 承承先先烈烈之之志志
为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爱国

之志，体会英雄精神，近日，齐都
镇中心小学举行了“听英雄故

事，承先烈之志”的主题教育活
动。学校精选了学生家乡的革命
烈士——— 张渔烈士的事迹给大

家讲述。并邀请了张渔烈士的后
人张兴福老师走进校园为大家
讲述英雄的成长故事。张老师从
张渔烈士童年的苦难遭遇、曲折
的求学工作之路、积极投身革命
事业、英勇就义等方面，向大家
详细展示了张渔烈士不屈奋斗
的一生，并告诉同学们苦难并不

可怕，有坚定的信心和执着的信
念，就能走出不平凡的自己，为
国家和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硝
烟烽火的故事给同学们很大的
震撼，通过和英雄童年的对比让
学生们感受到英雄的伟大，理解
英雄精神，也能帮助学生更好地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陶建军）

高青三中：

开发资源平台应用

促进优质均衡发展

为加强县资源平台各项
功能的开发利用，推动学科
教师熟练运用平台功能，近
日，高青县电教站安排专业
人员到高青三中开展高青县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信息化平
台的应用培训。全体任课教
师170余人参加培训。主要就
集体备课、个人备课、作业优
化、资源上传和下载等操作
步骤对所有任课教师进行了
细致的讲解。本次培训将加
快 优 质 数 字 资 源 的 动 态 整
合，推进网络空间、网络资
源、网络应用的共享服务。

(樊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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