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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传来喜讯，在2 0 1 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淄博职业学院再次获得
中药传统技能赛项一等奖，
这是该院学生连续第三年获

得该赛项一等奖。
本次中药传统技能赛项

在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举行，吸引了全国2 8个省市
的代表队参加，是历届高职
组参赛代表队、参赛学校最
多的一次。比赛主要设置中
药性状鉴别(中药识别、真伪

鉴别 )、中药显微鉴别、中药
调剂 (含审方理论考试 )、中
药炮制4个子赛项。

本次参赛的淄博职业
学院药学系 2 0 1 7级中药学
专业学生孙艳玲、老学慧分
别获得了一等奖和二等奖。
两人还在中药性状鉴别子

赛项中取得了满分的好成
绩。

据悉，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是教育部发起并牵
头，联合国务院相关部门、行
业组织和地方共同举办的一
项全国性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竞赛活动，每年举办一届。

淄淄博博职职业业学学院院学学生生连连续续三三年年获获““国国赛赛””中中药药传传统统技技能能赛赛项项一一等等奖奖

近日，在淄博市青少年学生
“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
人”演讲比赛中，高青一中夏宇
航同学获得全市高中组特等奖
第一名。

据悉，淄博市青少年学生
“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
人”演讲比赛由市关工委、市委
教育工委、市团委组织开展，旨

在教育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
念，努力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承
者，分为高校、高中、初中、小学
四个组别。高青一中秉持立德树
人的教育理念，在日常教学和德
育活动中，积极践行红色文化教
育，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情感
认同和价值认同，引导学生拥抱
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周进)

高青一中夏宇航获市演讲比赛高中组特等奖

为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近日，康平小学邀请曹
露琪的妈妈王女士到校开展了安
全教育活动。王女士用真实事例
向学生讲明了校园活动时应注意
的事项，并让学生认识到遵守交
通规则的重要性。 (万月芬)

临淄区康平小学：

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为推动青年教师队伍建设，
激励青年教师探索教学规律，创
新教学方法，调动青年教师从事
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
高青年教师教学素养和教学水
平，近期，张店四中举办了青年
教师课堂教学大赛。 (崔金华)

张店四中：

举办青年教师教学大赛

临淄区第一中学：

举办孝敬感恩评比活动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
孝敬师长的传统美德，激励学生
学会感恩，近日，临淄一中举办
了“孝敬·感恩”主题班会展示评
比活动。挖掘学生中存在的尊老
敬老、孝敬师长等方面典型事
例，展示班级特色。 (朱晓宁)

为帮助大班幼儿直观地了解
小学生活环境，以积极心态迎接
小学生活，近日，金岭回族镇中心
小学组织大班全体幼儿与家长一
同到金岭中心小学开展了参观小
学活动。激发了幼儿对成长的期
待和美好向往。 (范志敏)

临淄区金岭中心幼儿园：

开展参观小学活动

成立读书团队 为打造
书香校园，本学期,沂源四中成
立了“牵手两代 ,喜悦共读”俱
乐部、“萤火虫”少年读书会等
读书团队。 (刘士春 翟乃文)

铁路安全教育 为普及铁路
安全知识，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
心小学邀请济南铁路公安处沂源
站派出所民警到校进行铁路安全
路外宣传教育。(房秀伟 李传新)

亲子自制绘本 为贯彻实
施《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培养幼儿对阅读的兴趣，近
日，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举办了
亲子自制绘本活动。 (夏巧凤)

读书活动 近期，沂源县悦
庄镇中心小学开展了读书活动，
向学生发起读书倡议，全天开放
校园“书吧”和图书馆、阅览室，
鼓励自带图书到校。 (利文敏)

为加强对学生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立德树人，促
进学生提升道德水平，做文明
中学生，近日，敬仲镇中学开展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歌传
唱活动。同学们参与热情高，陶
冶了同学们的情操。 (王涛)

临淄区敬仲镇中学：

开展组歌传唱活动

桓台县起凤中学：

开展预防溺水教育活动

为严防儿童溺水事故发生，
保障儿童平安健康成长，近日，
起凤中学开展了“珍爱生命·预
防溺水”专题教育活动。让队员
认识防溺水的标志和如何预防
溺水，旨在让学生了解生命的起
源，懂得生命的珍贵。 (张久伟)

防溺水教育 为提高学生
安全防范能力，近日，沂源县荆
山路小学以班会形式通过观看
视频及解说开展了防溺水安全
教育活动。 (王新刚 王相龙)

飞扬青春演出 为培养学
生审美情趣，提高艺术素养，推
进艺术教育发展，近日，沂源四
中举办了“劲歌曼舞 飞扬青
春”演出活动。(翟乃文 刘士春)

举办辩论赛 近日 ,沂源
四中举办了“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己所欲施于人”主题辩论
赛。最终,正方“己所欲施于人”
获得胜利。(刘士春 翟乃文)

爱国演讲比赛 近日，沂源
县鲁山路小学少先大队举办了

“发奋学习 报效祖国”爱国主
题教育演讲比赛。引导孩子们健
康成长，立志向上。 (王晗)

党风廉洁教育 近日,沂源
四中举行了《2019年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书》《党员和领导干部践
行“准则”“条例”承诺书》签订仪
式。 (刘士春 翟乃文)

心理健康讲座 为普及心
理健康知识，近日，沂源县悦庄
镇中心小学邀请镇卫生院医生
到校举办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及
对策”教育讲座。 (梁海亮)

数字化教学 本学期，沂源
四中确定“六环节、数字化教学
法”，即目标导学-互学探究-交
流展示-精讲点拨-达标检测-分
层作业。 (刘士春 翟乃文)

举办艺术节 近日，沂源县
悦庄镇中心小学举办了第21届
校园百灵艺术节，通过书画作品
展、文艺节目汇演等形式，展示
了少年风采。(利文敏 梁海亮)

走进小学活动 为让孩子快
乐自信地走进小学，近日，沂源县
鲁山路幼儿园大班幼儿和老师一
起到鲁山路小学开展了“走进小
学 放飞梦想”活动。 (张宗叶)

幼小衔接 为减少幼儿对小
学的陌生感、神秘感，近日，沂源
三中协同东里中心幼儿园组织大
班的全体幼儿到本校小学部开展
了幼小衔接活动。 (江秀德)

举行毕业典礼 近日，沂
源四中举行了2019届毕业典礼
暨送别仪式。充分体现了该校

“以人为本、以爱为源”的办学
思想。 (翟乃文 刘士春)

近日，淄博市级课题中期
检查在齐德学校进行。参与市
级课题汇报的老师对课题的研
究进行了阐述，最后课题负责
人就科研中心专家的现场质询
进行了答辩。

专家组对教师们的汇报给
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就存在的
疑惑进行了现场咨询。在听取

了老师的答辩后，对课题的实
施进展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
且专家组对齐德学校刘兵副校
长主持的省级课题做了进一步
督导。在反复的研讨交流中，教
师们明确了研究的方向，也为
下周迎接市教科所的检查奠定
了基础。

(房文宇)

省市级立项课题中期汇报在张店区齐德学校举行

临淄区皇城二中小学部：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为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阳光
心态，营造良好的学习成长氛围，
构建文明和谐校园，近日，皇城二
中小学部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系
列活动。师生学习了调节心态的
方法，增强了心理健康意识，提高
了心理素质。 (郑桂英)

近日，潘南小学举办了“坚
强意志 激励成长”读书交流活
动。同学们对《红岩》、《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这两本书进行了交
流，了解了战士坚强不屈的意
志。在读中品味着，在品味中感
悟着，在感悟中成长。 (潘静)

张店区潘南小学：

举办读书交流活动

近日，金岭中心小学举办了
学生素养展示活动。学生载歌载
舞，用一首首歌谣、一篇篇诗歌、
一段段舞蹈展现了学校素质教
育成果。该校还邀请各班级家长
代表到校担任评委，进一步打造

“家校共育”体系。 (曹胜钧)

临淄区金岭中心小学：

举办学生素养展示活动

临淄区高阳小学：

开展画出最美父亲活动

父亲节期间，高阳小学开展
了“画出心中最美父亲”主题活
动。少先队员们拿起手中的画
笔，把心中最美的父亲展现在了
自己的画作中。父亲们收到少先
队员的礼物非常开心，表示这是
一个最有心意的礼物。 (刘景海)

为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
质，近日，皇城二中开展了以“聚
焦青春，触动心灵”为主题的校
园心理剧比赛活动。旨在为学生
提供人际互动的环境，搭建同伴
心理互助平台，加深学生关爱自
己、关爱他人意识。 (崔永春)

临淄区皇城二中：

开展心理剧比赛活动

临淄区金岭中心校：

召开青年教师恳谈会

为推进青年教师梯队建设，
近日，金岭中心校召开了青年教
师第二梯队成长恳谈会。青年教
师代表先后发言，畅谈个人成长
感悟，并在专业教学理论与实
践、城乡联盟学校教学资源整合
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范志敏)

近日，霍秀芹工作室开展
了同步课堂直播展示活动，高
青县实验小学与青城码头小学
同步对接。实验小学的刘昌海
老师和李双双老师分别展示了
语文课和数学课。霍秀芹校长
和四年级所有语文与数学老师
及各备课组长参与听评课。评
课中，主要针对同步课堂的模
式，同步课堂开展的初衷，同步
课堂对学生，尤其是对码头小
学学生的作用与影响以及在同
步课堂开展以来存在的问题与
困惑加以讨论交流。 (王姿)

高青县实验小学：

开展同步课堂直播展示

临淄二中：

开展党性体检活动

近日，临淄二中全体党员到
皇城镇党性体检中心---北海银
行纪念馆开展党性体检活动，党
员们首先认真观看了宣传片《榜
样3》，无不为榜样人物赵忠贤
刻苦钻研、只求奉献的党员风
采所感动。全体党员高举右拳，
重温了入党誓词，誓言铿锵，铭
刻在心。通过本次活动的开展，
临淄二中全体党员再次接受了
革命的洗礼，坚定了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党性信念，决心
用自己的真诚和热情谱写临淄
二中教育的新篇章。 (杨远林)

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近
日，张店二中利用班会时间，组
织全校师生进行了一次以《珍爱
生命，远离溺水伤害》的主题班
会。通过触目惊心的溺水数据和
案例，教育学生不要私自到江河
湖泊中游泳。 (刘洁 张继丹)

张店二中：

开展远离溺水伤害教育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工
作，有效杜绝学生溺水事故的发
生，确保学生的生命安全，近日，
高青县中心路小学召开了防溺
水安全专题工作会。并对预防学
生溺水工作做了具体的安排和
部署，做到警钟长鸣。 (韩元素)

高青县中心路小学：

召开防溺水安全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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