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落实素质教育，促进学生
的个性发展，近日，高阳小学开
展了多元化评价活动。活动提高
了学生的自学、自理、自护、自
强、自律的能力，使学生自觉抵
制各种不良行为，学会生存、学
会合作、学会创造。 (魏芳)

临淄区高阳小学：

开展多元化评价活动

为切实做好学校安全工作，
培养师生在遇到火灾等突发事
件时的生存技能，近日，桓台经
济开发区实验学校邀请果里镇
派出所毛警官到校开展了一次
精准法治宣讲活动。提高了师生
自身安全防范意识。 (王雷)

桓台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

开展精准法治宣讲活动

高青县花沟学区中心小学：

进行学生甲状腺检测

为落实碘缺乏病各项防治
检测措施，建立和完善长效防控
机制，巩固碘缺乏病防治成果，
近日，花沟学区中心小学邀请镇
卫生院疾控中心一行三人到校
为学生进行甲状腺检测，保护了
少年儿童的身体健康。(周成明)

近日，皇城二中召开“学党
章 强党性”党员专题学习会。
此次会议，强调党员要在教育教
学工作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树立服务中心的大局
意识，敢于攻坚克难，为学校的
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范巧玲)

为增强师生消防安全意
识，提高自救防范能力，确保师
生生命安全。近日，鱼龙中学开
展了119消防疏散演练。此次活
动，增强了广大师生的安全意
识与自护自救技能，加强了学
校的安全教育工作。(李明书)

桓台县鱼龙中学：

举行消防疏散演练

近日，敬仲中学举行了英语
短剧大赛。比赛中，表演学生精彩
绝伦的展示，观看学生此起彼伏
的掌声，还有师生的赞叹和笑
声，让英语的激情和快乐的气氛
满溢校园的角角落落。激发了学
生对英语的乐趣。 (胡崇海)

临淄区敬仲中学：

举行英语短剧大赛

临淄区康平小学：

开展安全技能训练活动

为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
识和自救能力，近日，康平小学
组织学生到安全训练基地开展
安全技能训练活动。此次活动，
同学们通力配合，勇敢挑战自己
的胆量，大大提高了面对危险如
何保护自己的能力。 (曹学江)

近日，高青县实验小学在县
“田横杯”第四届武术操比赛中
以第一名的成绩问鼎冠军。此次
比赛，推进了该校传统武术建
设，打造传统武术文化，激发了
学生学习传统武术的热情，提高
了学生的意志品质。(田晨 贾平)

高青县实验小学：

荣获县武术操比赛冠军

市赛获佳绩 日前，沂源县
鲁村镇中心小学代表沂源县参
加了淄博市第三届学生四人制
气排球比赛，最终获得男子组全
市第五名的好成绩。 (董记圣)

警钟长鸣 近日，淄川区实
验幼儿园各班开展了火灾自救、
逃生疏散知识学习活动，帮助幼
儿了解火灾发生的成因，深化幼
儿对消防安全的认识。(王建华)

献爱心活动 为帮助贫
困学生，山东正大律师事务所
工作人员到沂源县中庄镇中心
小学开展了“一份祝福，一份快
乐”的献爱心活动。 (房秀坤)

关注青春期健康 近
日，沂源县河湖中学举办了
关注青春期健康活动，让同
学们懂得了青春期健康的重
要性。 (齐林)

古诗文研讨会 日前，沂
源语文备课会暨古诗文教学
研讨会在西里中学举行。全县
初中语文教师近80人参加了会
议。 (宋增伟 杜希海)

保护牙齿教育 近日，沂源
县鲁村镇草埠中心完小组织开
展了“保护牙齿，从我做起”主题
教学育活动。让学生们了解了更
多与牙齿有关的知识。(唐家远)

城乡交流活动 近日，桓台
县2018年城乡交流暨同课异构
展示活动在陈庄小学举行，来自
县城和乡镇的四位老师，同台
献艺，同课异构。 (何晓明)

寻根课堂 为让学生了解
家乡、热爱家乡，近日，沂源三中
组织学生开展“寻根东里 热
爱家乡”活动。教育学生从小立
志建设家乡报效祖国。(江秀德)

为切实推广普通话，提高学
生的语文素养，近日，祥瑞园小
学中埠分校开展了普通话推广
活动。学校以经典诵读课、阅读
课为载体开展美文诵读活动，坚
持文化传承，时时讲普通话，不
断提升学校文化品位。(辛菲菲)

张店区祥瑞园中埠校区：

开展普通话推广活动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促进教师重视写字教学，并提高
学生写字能力，培养学生写字习
惯，近日，马桥实验学校开展
了“做文明人 写规范字”师
生现场写字比赛。展示了写规
范字教学的成绩。 (王鑫)

桓台县马桥实验学校：

开展师生写字比赛

弘扬民族精神 近日，沂
源县消水完小各中队组织少
先队员举行了“民族精神代代
传”主题班会，培养学生的爱
国主义情怀。 (巩进勇)

消防安全活动 沂源县
荆山路小学为推动全校师生
进一步关注消防、学习消防、
参与消防，近日开展了消防安
全知识进课堂活动。 (孙静)

临淄区皇城二中：

召开党员学习会

创业典型人物于静文：

创创业业就就要要力力戒戒““穿穿新新鞋鞋走走老老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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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于
雪莲) 12日，记者从淄博市环
保局官网获悉，生态淄博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10月
份环境质量情况通报，10月全
市良好天数24天，同比增加4
天。“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
20天，同比增加1天。本月未出
现重污染天气，同比持平。

其中，良好天数最多的是
高青县，为27天。8个区县呈改
善趋势，其中，周村区改善幅度
最大，同比增加7天。6项主要污
染物浓度及同比改善分别为：
二氧化硫27微克/立方米，同比

持平；二氧化氮58微克/立方
米，恶化11 . 5%；可吸入颗粒物
(PM10)111微克/立方米，恶化
2 . 8%；细颗粒物(PM2 . 5)50微克
/立方米，改善16 . 7%；一氧化碳
1 . 8毫克 /立方米，同比改善
25 . 0%；臭氧158微克/立方米，
恶化10 . 5%。全市综合指数为
6 . 36，同比改善2 . 0%。

在水环境质量方面，10月
份14个市控以上主要河流断面
化学需氧量平均浓度23 . 2毫克
/升，同比恶化2 . 26%，氨氮平均
浓度0 . 98毫克/升，同比恶化
25 . 6%。8个省控以上河流断面

化学需氧量平均浓度24 . 9毫克
/升，同比恶化7 . 27%，氨氮平均
浓度0 . 77毫克/升，同比恶化
11 . 1%。

上月大气环境质量考核得
分最高的为博山区93 . 74分。镇
办(园区)空气质量考核得分前
10名分别为：淄川龙泉镇100
分，淄川太河镇100分，博山域
城镇100分，博山源泉镇100分，
沂源中庄镇96 . 73分，沂源南麻
街办94 . 98分，淄川西河镇94 . 91
分，博山区博山镇94 . 91分，沂
源东里镇94 . 91分，沂源西里镇
94 . 55分，沂源燕崖镇94 . 55分。

本报讯 为积极响应上级
号召，规范使用红领巾、少先队
标识，张店五中做到第一时间
认真排查不规范红领巾、少先
队标识，进行周边营业场所情
况调查，积极组织校领导、全体
师 生 认 真 学 习 研 读 教 基 函

〔2018〕8号文件。
通过各种形式的集中学习、

宣传，营造了良好的少先队工作
学习氛围，使全体师生对严肃规
范红领巾、少先队标识使用有了
更多的认识。 （徐瑶）

本报讯 近日，张店凯瑞
小学两校区举行了2018年阳光
体育节暨“学生广播操比赛”。

比赛内容包括《七彩阳光》
广播操和《旭日东升》武术操，
两校区全体同学以班级为单位
参加了此次比赛。各班级同学
整齐划一的队列、规范到位的
动作，展示了凯瑞学子阳光健
康、尚美能群的良好精神面貌。
此次比赛增强了班级凝聚力，
激发了学生争先创优的团队精
神。 (赵娜 闫玉洁)

从房地产公司的资料员到童装店的
老板，从20多平方的小店到90多平方的宽
敞商铺，于静文的创业路，一直处于良性
发展。而申请到创业担保贷款，让她的路
走得更平顺。

于静文大学毕业后在青岛一家房地
产公司的项目部做起了资料员，虽然收
入不菲，但工作时间长，在工地上工作条
件比较艰苦，于静文动起了辞职的念头。

回到桓台生活了几年，孩子也大了，
于静文不甘心无所事事，就在家里做起
了童鞋生意。她在爱人的支持下，盘下一
家20多平方的小店，售卖童鞋、童装。于

静文卖的东西质量过硬，价格又很公道，
吸引了一大批固定客户，生意蒸蒸日上。
仅仅过了半年，她就感到小店已经无法
满足顾客的需求。她把店铺搬到了信誉
路上，做起了品牌代理商，不仅卖童鞋童
装，还卖一些周边产品。她一个人忙不过
来，就雇了几个人。

随着生意的快速发展，于静文感觉
到了资金链的紧张。于是，她拨打了创业
贷款担保中心的电话。2016年年初，于静
文拿到了10万元的贷款，按时还上并申
请了第二期，今年又申请到了第三期。正
是这一政策让她把生意发展得更好。

相关链接：淄博市人社局创业贷款
担保中心联系方式：张店昌国西路88号
陶瓷科技城会展中心2017房间，电话
3189111；桓台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索镇
张北路1850号，电话8266789-8173。

淄博发布10月份环境质量情况，未出现重污染天气

上上月月全全市市2244个个““良良好好天天””，，同同比比增增44天天
张店五中：

规范使用红领巾

张店凯瑞小学：

举行学生广播操比赛

创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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