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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技能比赛 为夯实学
生学科基本功，近日，沂源县沂
河源学校小学部五年级组举行
语文阅读、数学计算、英语单词
记忆专项技能比赛。(王新红)

预防艾滋病教育 世界艾
滋病日之际，沂源县荆山路小
学各班级组织学生开展以“预
防艾滋病”为主题的班级主题
班会活动。 (王新刚 孙静)

室内操活动 日前，沂源鲁
村镇中心小学开展室内操活动。
该活动操作方便、活动量适当已
成为恶劣天气保证学生身体锻
炼的有效手段。(董纪圣 董其永)

教师陪餐制度 为加深师
生感情，使学生更亲近老师，老
师更好的了解学生思想动态，
近日，沂源四中开始实行教师
陪餐制度。(翟乃文 刘士春)

关注学生健康 近日，沂源
张家坡中心学校组织全体同学
进行了每学年一次的体质健康
常规体检。医护人员为学生全面、
细致的体检。(王均升 张新余)

为提高学生身体素质，近
日，临淄二中开展了阳光体育活
动。据悉，每天课间操时间，学生
到操场，和着音乐进行健步跑活
动，踏着整齐的步伐，喊着铿锵
的口号，在指定的跑道上跑步。
持之以恒，坚持不懈。(郑军)

临淄二中：

开展阳光体育活动

为加强教师教学常规管理,
着力解决教学管理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和疏漏,促进教师的快速
专业化成长。近日，中庄中心小
学开展了“推门听课”活动。激
发了教师教研的积极性,提高
了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张芳)

沂源县中庄镇中心小学：

开展“推门听课”活动

为提升未成年人的自我保
护意识和法制素养，国家宪法日
之际，高城学区中心小学举办了
一堂题为“弘扬宪法精神 增强
宪法意识”的法制教育课活动。
增强了学生的知法、守法、用法
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邵明国)

高青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

举办法制教育课活动

为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创作
能力，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激发学生读绘本、创作绘本的兴
趣，近日，杏园小学开展了“书香
润童年”图说绘本展示活动。
学生们的绘本故事情节突出，
色彩文字巧妙搭配。 (木子)

张店区杏园小学：

开展图说绘本展示活动

日前，桓公小学开展了文
明实践--传统文化进校园活
动。据悉，该校邀请当地民间艺
人教授鼓、钹、锣、等传统乐器
表演技巧及相关知识，以及戏
曲的表演知识，让学生感受了
传统文化的魅力。 (杨阳)

临淄区桓公小学：

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为贯彻《淄博市中小学开展
书法教育的实施意见》，提高学
生书法素质，近日，皇城一中
开展了毛笔书法进课堂活动。
该校书法课从技法到文化由
浅入深的讲解与实践活动，弘
扬了祖国传统文化。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开展书法课堂活动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高
师生的硬笔书写水平，近日，青
城学区中心小学举行了教师硬
笔书法现场比赛活动。决赛中参
赛者以杜牧的《山行》和白居易
的《长恨歌》为书写内容，在25
分钟内完成了作品。(王永生)

高青县青城学区中心小学：

举办教师硬笔书法比赛

为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师生
们的法制教育，提高法制意识，
第四个国家宪法日之际，黑旺实
验小学开展了宪法学习教育活
动。活动不仅加深了同学们对宪
法的理解，更将宪法融入了师生
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李文静)

淄川区黑旺实验小学：

开展宪法学习教育活动

近日，马桥实验小学举行了
“家校共育”家庭教育报告会活
动。活动加强了家校的沟通与联
系，架起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
之间的桥梁，增进了教师与家庭
之间的信任与了解，营造了家
校教共育的育人氛围。(王铉)

桓台县马桥实验小学：

举行家庭教育报告会

近日，杨坊完全小学开展了
学生资助家访活动。此次活动，
老师们感受到了家长们的热情，
学生们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及
老师的关心，家长们感受到了
学校的温暖，浓浓的爱在家访
路上蔓延和传递。 (张海宗)

高青县木李镇杨坊完全小学：

开展学生资助家访活动

家校携手共育 为让家
长掌握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
方法，近日，沂源县燕崖镇中
心小学举行了“家校携手，共
创未来”系列讲座。 (李彩)

亲子运动会 为促进亲
子之间的交流，近日，沂源县
振兴路幼儿园举行了以“我运
动，我快乐，我健康”为主题的
亲子运动会。 (张太丽)

消防安全教育 为确保学
校的平安、稳定，增强师生消防
安全素质和自防自救能力，近
日，沂源三中利用国旗下讲话开
展了消防安全教育。(江秀德)

丰富课余生活 为丰富学
生的课余生活，提高学生的运
动技能，增强同学们的体质，近
日，沂源县历山教体办举行小
学生乒乓球比赛。 (刘华)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近
日，沂源县河湖中学举办了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活动，
让同学们深知毒品的危害，
并倡导禁止吸毒。 (齐林)

本报12月5日讯（记者 马
玉姝） 5日为国际志愿者日，
记者从淄博市文明办志愿服务
科获悉，截至目前，淄博市登记
注册志愿服务团体4000多个，
志愿者总人数达60余万人。

昃小丽是一名心理咨询
师，5年来，每周三都会到福利
院，带着老人一起朗诵诗歌，一
同讨论身边的新鲜事。“总感觉
老人需要我，对我也有等待和
期盼，所以我总是放不下，总想
过来看看他们。”昃小丽说。

“只要你们来，我都在。”这
是昃小丽经常对老人们说的一
句话。“在这一过程中我能感受

到老人的求知欲，他们身上的
关怀和关爱也很感动人，所以
是我跟老人之间的羁绊把我留
在了这个地方。”

“她很专业，为人又很热
心。”老福中心的王女士对记者
说。“一些家庭和生活上遇到的
堵心事儿，跟小昃说一说，我感
觉心里就轻松多了。”

“来这儿的志愿者很多，但
不少人是隔三差五来几次，或
者只做一小段时间就因为各种
事情来不了了，她是坚持时间
最久的。”市福利院老福中心副
主任吴云舞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今年志

愿服务团体登记志愿服务项目
总数10270余项，累计登记项目
总时长达210余万小时，服务于
文明创建、绿化环保、敬老爱
老、关爱儿童等20多个类别。其
中,敬老爱老项目的服务团体最
多，占团体总数的14.1%。

近年来，淄博市推行使用
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在该
系统中可以看到，从志愿者身
份及从业状况来看，青年学生
志愿者最多，占比31 .37%；从服
务方向来看，社区志愿者最多，
占比达42 .97%，由此可以看出，
志愿服务正逐步走向规范化、
常态化。

张店五中：

开展地理学科模型
制作活动

本报讯 为了增加学生
对地理的学习兴趣，丰富学生
的课外文化生活，张店五中初
一初二学生展开了“手工制作
地球仪、地图模型”的活动。

同学们充分发挥自己的
想象和创意，利用各式各样的
材料拼装粘合，调颜着色，形
成一件件形象逼真的模型。最
后，各级部择优选取优秀作品
在教学楼前进行展示，吸引全
校师生观摩点赞，带领全校进
行一次环球的旅游。(徐瑶)

张店五中：

开展消防安全主题
班会活动

本报讯 近日，张店五中
利用消防安全主题班会课开展
消防知识竞赛有奖问答活动。

在活动中，老师向学生发
放了《中小学生消防安全知识
读本》，并通过读本图文并茂的
方式，让学生认识了解消防安
全标志，结合消防安全事故资
料和宣传片等向学生介绍了火
灾带来的危害，教会学生消防
逃生技巧。消防知识讲解结束
后，部分班级还开展了“防火安
全知识知多少”的消防安全知
识竞赛。 (徐瑶)

张店区凯瑞小学：

启动冬季健身长跑

本报讯 近日,凯瑞小学启
动冬季健身长跑运动。学校克服
人数多场地小的缺点，根据学生
的年龄特点和身体状况在学校
操场和教学楼周围分别安排场
地和锻炼标准,保证每个学生在
大课间都能参加体育运动。学校
为激发同学们参加锻炼的积极
性，在学生们之间开展每月一次
的冬季“健身长跑小明星”的评
选。

通过参加冬季长跑，培养了
师生良好的锻炼习惯，磨练了师
生意志品质，也必将会促进全体
师生身体素质的全面增强。

(赵娜)

张店区凯瑞北校：

举行国家宪法日

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 张店区凯瑞小学
北校于12月4日举行了国家宪法
日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在全校
掀起了宪法学习的热潮。学校
在当日上午9点，组织学生收看
了教育部在北京主会场组织的
全国中小学生“宪法晨读”活
动。同学们通过普法网与教育
部主会场实现连接，同步参与
了活动。学校还利用周一早读
时间在全体学生中开展了“宪
法晨读”活动。此次活动将宪法
信仰植根于师生内心，增强了
广大师生法制观念。 (徐楠楠)

本报12月5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胡云雷） 12月4
日，淄博市公安局举办“守望平
安”汇报演出暨民警荣休新警
入警仪式。

本场晚会共有20个文艺节
目，有的节目表演出了公安民
警的日常工作，有的节目或通
过歌声、舞蹈表现出了公安民
警的心声，引发了全场共鸣。

晚会在歌舞《鼓舞新时代》
中拉开帷幕，小品《传承》、情景
剧《有我在》生动演绎了公安民
警舍小家、顾大家的酸甜苦辣。

老民警荣休新警入警仪
式，把整场晚会的气氛推向了
高潮。“我在公安系统工作了三
十几年了，一直是在人民警察
学校任职，在我的记忆中，我的
青春永远是校园里操场上的绿
色草坪。无数的年轻警察在那
里学习和训练。每当看到英姿
飒爽的他们，我也能感到人民
群众的财产安全有了保障。”一
位即将荣休的民警在舞台上说
道。

老民警们离开舞台后，随
着一阵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几

十名新入警的民警登台，他们
用有力的声音宣誓，表达了自
己将为公安工作付出自己一切
的决心。

最终整场晚会在大合唱
《人民公安向前进》的歌声中结
束。

据介绍，自今年11月开始，
市局在全市五区三县以及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文昌湖旅游
度假区、淄矿集团、山东铝业公
司共组织举行了13场演出活
动，现场观众人数达到20000余
名，在线观看人数100余万。

淄博市公安局举办“守望平安”汇报演出暨民警荣休新警入警仪式

老老民民警警离离岗岗，，新新民民警警接接““棒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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