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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齐德学校四位语文教
师到北京陈经纶中学参加了全
国高端“整本书阅读”教学研讨
会。会上通过名师示范、课堂展
示、现场评估等方式，解决了一
线教师对“整本书阅读”存有的
疑点、难点和争论点。 (房文宇)

张店区齐德学校：

参加整本书阅读研讨会

近日，张店九中开展了“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优秀童谣歌谣
征集评选活动。共征集到文明
童谣380余首，歌谣560余首。体
现了中学生热爱生活、立志勤
学、成才报国的信念。(商明珠)

张店九中：

开展童谣歌谣征集活动
桓台县实验中学：

开展拓展研学活动

近日，桓台县实验中学2017级
500余名师生到黄河边开展了为期
八天的“奔跑吧，少年”拓展研学
活动。拓展了学生视野，增强了学
生集体观念和感恩意识，提升了
学生的自理能力和实践能力。
(卢静 袁丽莉)

为培养学生自觉看书学习
的良好习惯，提高校园图书阅读
流通，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近
日，皇城二中开展了图书借阅漂
流活动。该校采用班级集中借阅、
班内图书交流的方式，让学校图
书更好的服务于师生。 (许娜)

为提高师生安全意识，本学
期，高阳小学开展了安全教育系
列活动。该校主管安全的王校长
代表学校多次强调交通安全、用
水、用电、防各种灾害的安全和
应对的措施，同时，学校还多次
组织了各种消防演练。(杨春艳)

临淄区朱台镇高阳小学：

开展安全教育系列活动

为做好春季重点传染病防
控工作，预防传染病暴发流行，
近日，田镇学区邀请街道卫生中
心工作人员到校举办了春季重
点传染病疫情防控专题讲座。号
召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增
强体质，远离疾病。(高玮 王青)

高青县田镇学区：

举办传染病防控讲座

张店区房镇中心小学：

区体育节啦啦操赛获佳绩

在日前举行的张店区中小学
生体育节啦啦操比赛中，房镇中
心小学20名参赛选手获得比赛第
五名。本次比赛分为自编套路的
花球啦啦操和规定套路的街舞两
项，共有来自不同小学的11支代表
队参加。(张大鹏 房俊香)

为提高教师课堂教学的针对
性，提高教师自身业务水平，本
学期，黑旺中学开展了师生同做
一份题活动。该校所有历史老
师、语文老师按时走进考场答
题，与学生一起奋战，打造共同
学习的氛围。(张翠平 殷朋朋)

淄川区黑旺中学：

开展师生同做一份题活动

找春天活动 为让幼儿亲
近自然，近日，沂源县悦庄镇儒林
集幼儿园开展了“找春天”活动，
老师带领幼儿走出教室，寻找春
天的足迹。 (任瑞艳 陈德芳)

争当家务小达人 为加强
劳动教育，日前，沂源县张家坡
中心学校开展了“争当家务劳动
小达人”活动，帮助青少年“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 (曹光梅)

传染病预防培训 为做好
传染疾病防控工作，营造良好的
学习环境，近日，沂源县鲁村镇
中心幼儿园开展了春季传染病
预防培训活动。(唐本林 唐家花)

诵读中华经典 为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增强少先队员
的文化自信，近日，沂源县振
兴路小学开展了“诵读中华经
典”活动。 (公伟伟 黄晓艳)

多彩课后服务 为促进学
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本学期，
沂源县鲁阳小学实施了课后服
务计划，发展学生个性特长，为
家长解除了后顾之忧。(胡英群)

防火疏散演练 为增强学
生安全意识，提高师生应急处理
能力，近日，沂源县悦庄镇中心
小学开展了防火应急疏散演练
活动。(任杰 陈志先 梁海亮)

洗手比赛 为预防手足口
病的传播，确保幼儿身心健康及
幼儿良好卫生习惯的养成，近日，
沂源县悦庄镇沂河幼儿园举办
了全园幼儿洗手比赛。 (张洪红)

优课评选活动 近日，沂源
县鲁村镇中心小学开展了“一师
一优课”评选活动，学校对10节

“优课”进行录制，上报参加县级
评选。(周慧 王永红 徐晓菲)

为纪念建国70周年，建团100
周年，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敬
仲中学组织师生到黑铁山抗日
武装起义纪念馆开展了迎五四
主题教育活动。大家表示要珍惜
眼前的美好生活，爱护祖国，努
力学习。 (刘芳刚 史志涛)

临淄区敬仲中学：

开展迎五四教育活动

为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
年力量，近日，高青二中举行了
2019年新团员入团仪式。老团员
为36名新团员颁发团员证并佩
戴团徽，新团员面对团旗宣誓，
将用入团誓言指导自己的思
想、规范自己的行为。 (刘松松)

高青二中：

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

图书共享 世界读书日之
际，高青一中举办了“图书共享”
活动，打造了属于老师们的特色
图书角，开拓了读书领域，让读
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周进)

春季田径运动会 近日，沂
源县石桥中心小学召开春季田
径运动会。旨在，引导广大师生
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热爱生命、
关注身体健康、勤奋学习。(陈涛)

临淄区皇城二中：

开展图书借阅漂流活动

近日，张店区人民医院副
院长周海清、医务科主任徐书
涛与医院选派的第四批“第一
村医”心内科主治医师王美玉
到张店区中埠镇卫生院，在卫
生院万强院长的带领下，在黄
金村卫生室与该院派驻黄金村

的第三批“第一村医”任建营医
生进行工作交接。据悉，张店区
人民医院将结合“人人争做第
一村医”活动，与第一村医密切
联系，及时组织义诊分队、援助
物资等方式助力第一村医工
作。 (徐海清)

张店区人民医院
第四批“第一村医”黄金村交接到岗

本报4月29日讯(见习记者
廉璐仪) 矫健的步伐、整齐

的军装……在小记者羡慕的目
光中，武警战士喊着嘹亮的“一
二一”口令走来，4月27日上午，
齐鲁晚报小记者走进武警淄博
某部开始了军营体验之旅。

首先，武警战士带领小记
者们来到了训练场。一段简单
介绍后，7名武警战士整齐的跑
上训练场，为小记者展示了队
列、擒敌术、刺杀、应急棍术等
军事科目。

展示结束后，8名小记者受
邀到训练场上体验军事科目的
训练。武警战士带小记者训练
了军姿、军体拳和敬礼。武警战
士为小记者做了示范动作。小

记者们前几次的敬礼总有些别
扭。武警战士便给小记者挨个
纠正动作。10分钟的学习之后，
小记者的动作已经做得比较规
范了，真有些像小战士。小记者
说：“原来简单的敬礼也学要不
断的训练才能做好。这次也让
我更加明白了不管大事小事都
需要认真去做。”

随后，武警战士带小记者
参观了装备，并一一向小记者
介绍。看过装备后，武警官兵还
带小记者参观了网络室、图书
室、文体室等。

最后，武警官兵带小记者
参观了军人宿舍。在参观时，小
记者看到武警官兵的宿舍十分
惊讶，毫无褶皱的床单、棱角分

明的被子，小记者都非常佩服。
“被子叠得太整齐了！”小记者
说。武警官兵还给小记者展示
了“豆腐块”是如何叠成的，小
记者们兴趣满满，不断提出各
种问题。

通过此次参观武警部队的
活动，小记者亲身感受到了军
营别样的风采，感受到了他们
紧张而又有序的工作生活，学
习了他们勇敢坚强、勇往直前、
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品质。从
而让小记者更好的学习军人严
守纪律、服从命令的职责，锻炼
了小记者的自主和独立能力，
让他们学习到了很多无法在课
堂上学到的东西，为以后的学
习进步提供了动力。

齐鲁晚报小记者走进武警淄博某部体验部队生活

军军体体拳拳、、擒擒敌敌术术，，学学得得有有模模有有样样

本报讯 在日常工作中和
各类大型活动、教研活动、校本
培训、各类会议上做到用语规
范。充分发挥少先队“凯风校园
广播站””凯风校园电视台”和

“国旗下讲话”的语言文字宣传
示范作用，学校办公室，及时报
道学校有关语言文字工作的情
况。以表彰促先进，以榜样带进
步，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氛围。

校园的各布告栏、宣传
栏、教室宣传标语，都采用规
范的语言文字。此外，他们以
语文教学为主阵地，要求教师
加强对学生写字的教学和训
练，以培养学生用字规范意识
和书写技能。 (王双)

张店凯瑞小学语言文字工作系列报道二

提高语言文字工作影响力

本报讯 雷锋精神是春
风，用温暖带来百花齐放；雷锋
精神是春雨，用关爱滋润文明
成长。南定小学新时代文明实
践爱心志愿服务队在温暖的三
月积极行动着，用实践弘扬新
时代雷锋精神，积极开展志愿
助学活动。

南定小学党支部组织全体
党员开展精准帮扶助学活动，
每名党员确定2至3名学习有困
难或者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
与他们结成帮扶对子，从学习、
生活各个方面给予帮助。其他
教师也积极以党员教师为榜
样，对身边需要帮助的学生给
予更多关爱。 (齐东青)

张店南定小学志愿服务系列报道一

扬时代新风，助文明成长

小记者报名方式：
1 .加微信17865186627咨

询，进齐鲁晚报小记者微信群，
发送“姓名+联系方式”报名

2 .关注“齐鲁晚报今日淄

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小记
者+姓名+联系方式”报名

3 .拨打电话至17865186627
或发送短信“小记者+姓名+联
系方式”至17865186627报名

张店五中

第八届读书节启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丰富校
园文化，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
让学生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
近日，张店五中在学校升旗仪
式上举行第八届读书节启动仪
式，全校学生参加了此次仪式。

活动开始，张店五中工会主
席王来介绍了活动的主要安排和
活动方案，他号召所有同学把握
住时间多阅读，在阅读中积累知
识，促进个人成长。

此次启动仪式将阅读的种子
播撒到了张店五中的土地上，相
信五中的师生定能让读书成为
一种生活习惯，使浓浓书香飘
溢在校园中，让读书丰富每一个
人的人生。 (徐瑶)

小记者跟武警战士学习军体拳。 本报记者 胡泉 摄

本报讯 为丰富教师业余
生活，缓解工作压力，展现教师
风貌，增进学校之间的友谊，张
店五中诚邀张店六中10多名教
师到校，举行了一场精彩的教
师篮球联谊赛。

本次篮球赛得到了两校

领导的大力支持，篮球联谊活
动赛出了友谊，融合了感情，有
力促进了兄弟学校之间的沟通
交流，双方表示今后还将继续
组织各种活动，搭建良性互动
交流平台，促进双方学校的积
极向上发展。 （徐瑶）

张店五中和张店六中组织篮球联谊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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