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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巩新华

近日，起凤小学举行承接的
山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
题“湖区中小学生物科技活动的
实践研究”课题总结会。

据悉，课题组自2017年5月获
准立项运作至今，历经近三年多的
准备、实验、总结过程，在全镇8处
中小学开展生物科技活动的实践
研究。各参与学校依托湖区自然优

势，以普及性活动、兴趣小组活动、
小课题活动三种形式开展丰富多
彩的生物科技活动。本着实事求是
开拓创新的精神，各学校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经过三年实践，先后
建成了种植园、养殖园、植物园、果
园四大科普实践园地。“生物园”的
建成有效克服了农村学校缺少学
生观察体验、自主探究与动手实践
的资源中心和活动基地的难题。同
时，各学校还构建了学校生物科技
实践活动及课程的开展开发流程，

探索出开展生物科技活动的有效
方法，开发出一整套生物科技活动
方面的系列校本课程。各学校先后
经历了“生物科技项目论证——— 生
物科技活动普及——— 生物科技文
化推进——— 生物科技品牌缔造”四
个发展历程，成功完成了生物科技
教育参与者、实践者到生物科技品
牌引领者、孵化者的华丽蜕变。学
生综合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教师专
业能力得到长足发展，各学校综合
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也有了较大提

升。
三年来，课题组先后成立生物

科技活动兴趣小组20个，参加兴趣
小组的人数超过1000人；开展小课
题研究25个，参加人数100多人；平
均每个学生活动次数超过20次；指
导教师46人。中小学生撰写的数篇
科学观察日记、科技论文分别在省
市级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布谷”
科技节中获奖。课题组指导教师先
后撰写10余篇课题论文，有5篇在
省级以上刊物发表，2篇在全国论

文评选中获奖,其中有2篇论文在国
家基础教育类核心期刊《现代中小
学教育》上发表。中小学生在各级
各类竞赛中获奖人次达到180余人
次，其中获省级以上奖项达20余人
次，特别是在各级科技创新等竞赛
中获奖人数占全校学生数的
16.7%。基于出色的业绩，本课题得
到了教育部“中小学创造力研究”
课题组组长罗凡华教授、山东省青
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市县教科所领
导的肯定。

桓台县起凤镇起凤小学召开省“十三五”规划课题总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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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周村区教育
和体育局积极探索廉政教育新模
式，强化疫情防控党纪党规、法律
法规的深度宣传教育，确保疫情
期间良好的工作作风，为打赢疫
情阻击战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一是持续开展“线上廉政教
育”。系统全体党员干部自主利用

“学习强国”APP自学《宪法》《中
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等党纪党规和法律法规
知识，变集中廉政教育为自主线
上教育，努力实现疫情防控期间
廉政宣传教育全覆盖，确保疫情

期间廉政宣传教育“不停学”。
二是用好典型教育，营造廉

洁氛围。通过微信“周村教育”公
众号、微信、QQ平台及时传达疫
情期间防控工作要求和规定，实
时推送疫情期间不担当、不作为、
失职失责典型案例，发挥“活教
材”作用，不断激发系统党员干部
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奋力夺取抗

击疫情全面胜利的热情和干劲。
三是扎实开展日常监督，常

敲纪律警钟。积极践行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注重抓早抓小，通过
日常谈话提醒教育，给党员干部
释放疫情防控期间失责必问、执
纪必严的强烈信号，有效抓好党
员干部队伍建设，切实筑牢拒腐
防变思想道德防线。

周村区教育和体育局：疫情期间廉政教育“不停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周进

为检验开学后疫情防控预案
的合理性，将疫控工作做得更细、
更实、更具体，近日，高青一中在县
教体局和疾控中心的指导下组织
了疫情防控工作模拟演练。

一中疫控专班成员及70余名党
员干部参加了演练。县教体局党组
书记、局长张玉江，县疫情防控工
作组专家、市疾控中心韩鹏科长莅
临指导。县教体系统各级领导80余
人现场观摩。

本次演练紧紧围绕入门、测温
等七个防疫重点，实地操作模拟、
认真审视细节、逐项过关检验，把
演练当成实战，为实战操作建模。
在活动中，参加演练的党员干部以
学生的角色全过程参与，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和对学生负责的态度融

入到测温入校、分流就餐、通风消
毒、课堂上课、课间外出、阳光运动
等各个模拟环节之中，并配合进行
了忘带测温表格、忘戴口罩、体温
超标等可能情况的处置预演。

在演练总结会上，市疾控中心
专家韩鹏科长对一中疫情防控演
练情况进行了点评，同时对校园疫
情防控工作进行了培训。

高晨胜校长代表一中汇报了
疫控演练的组织和实施情况，并对
演练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他表
示，下一步，学校将牢固树立预防
重于处置的理念，变被动应对为超
前防范，把疫控细节理得更清楚，
把实战想得更全面，较真碰硬做好
各项疫控工作，以实际行动为全校
师生筑牢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
防火墙，为新学期的安全开学和工
作展开保驾护航，赢取疫情防控、
教育教学双战役的胜利。

高青县第一中学：

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模拟演练

为进一步规范强化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提高防范和应急
处置能力，检验学校制定的应急
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确保
突发事件得到及时有效处置，近
日，高青县第五中学开展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应急实战演练，全面
展示了复学后校园学习生活防疫

的“一日常规”，重点模拟了入校、
课堂学习、就寝等人员集中时刻
突发情况出现的应急处置流程。

本次演练以直观形象的方式
展现了该校应对复学时出现新冠
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和流程，提
高了学校应急管理处置能力，为
开学提供了安全保障。 (王冬)

高青县第五中学：

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演练

近日，张店区第二中学疫情防
控应急演练有序举行，全体班主任
和部分教职工参与了此次应急演
练。该校坚持“演练即是实战”的工
作要求，制定了详细周密的活动方
案，赵红光校长亲自组织、安排和
部署，先后召开了疫情防控小组成
员演练工作会、参与演练人员动员
会，明确分工，落实职责。 (张继丹)

张店区第二中学：

开展开学疫情防控演练

近日，铝城第一中学举行疫情
防控工作实战演练，学校中层及以
上领导、相关教师参加了本次演练
活动。演练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师生
入校、教室上课、餐厅就餐、学生宿
舍等4个演练项目。演练活动提高了
学校应对疫情的防范意识和应急能
力，为全校师生筑牢了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的防线。 (赵永志)

张店区铝城第一中学：

举行疫情防控实战演练

为进一步增强教职工对新冠
肺炎病毒的防疫意识，熟悉并掌握
科学的日常工作操作流程，提高应
对突发情况的处置能力，近日，淄
川区实验幼儿园举行了开学前疫
情防控演练活动。此次活动对幼儿
错时入园、盥洗、就餐、午睡、错时离
园等幼儿一日活动环节进行了严
谨的场景模拟演练。 (王建华)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防“疫”演练 防患未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傅家实验小学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市区委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的部署和要求，迅速采取行
动，制定防控预案，完善应急机
制，全面部署摸排防控，多方筹
措防疫物资，进行防控模拟演
练，全力备战疫情防控，为开学
做好了充分准备。 (王超)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全力备战疫情防控

近日，傅家镇中心小学开展了
疫情防控演练活动。现场演练前的
培训会上，吴涛校长向全体参与人
员详细讲解演练过程中需要注意
的事项。演练活动针对学生入校排
队、指定地点测量体温、特殊情况
处理、排队放学、入班晨检、午检，通
风、消毒、如厕、课间活动等各个重
要环节进行细致的演练。（李海铭）

近日，黑旺中心校召开辖区内
各学校幼儿园负责人及中心校人
员疫情防控工作专题会议，进一步
做好开学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
工作，落实岗位职责，修订完善日
常防控细则，以保障开学后各项工
作顺利开展。 (赵鹏)

淄川区黑旺中心学校：

召开开学前疫情防控会议

高青县实验小学：

“实战”演练，“备战”开学

近日，高青县实验小学以“实
战”状态举行学校疫情防控模拟演
练。本次演练共分五大项目，分别是
上学模拟演练、晨检模拟演练、课堂
模拟演练、课间活动模拟演练和放
学模拟演练。演习结束后，县疾控中
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业指导人
员对本次演练活动给予充分肯定，
并就隔离室设置、日常消毒、应急处
置等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

校长霍秀芹表示，该校将针对
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加强专业性培
训，提升广大教职员工疫情防控知
识水平和应急能力，为确保安全开
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张璇 李宁)

为进一步提高疫情防范和处
置能力，熟练掌握学校疫情防控
工作流程，保证开学后良好的教育
教学秩序，切实保障师生的生命安
全和健康，近日，齐德学校举行开
学疫情防控演练活动。此次演练包
括学生列队入校、体温检测、课堂
突发状况、课间入厕取水秩序、食
堂就餐等演练项目。在演练中，值
班领导、教师严格防控要求，确保
了演练的顺利进行。 (王灵凤)

张店区齐德学校：

举行开学疫情防控演练活动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开展疫情防控演练

为检验学校疫情防控应急预
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高相
关工作人员的防范和应急处置能
力，确保突发事件能够得到及时
有效处置，近日，高青三中举行了
校园内疫情防控实景模拟演练。
提前召开了疫情防控模拟演练预
备会，学校全体防控领导小组成

员，部分教师参与了此次会议。会
上，党支部书记校长宋卫国同志
领学了《高青三中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演练方案》，重点强调了防控
演练流程和责任分工，要求进一
步提高思想意识和政治站位，抓
细抓实，真实演练，确保演练工作
扎实有序，取得成效。 (王克锋)

高青县第三中学：

举行疫情防控实战演练

张店四中全体教师在线上教
学开展以来，积极落实学校的各
项规章制度，严格按照“停课不停
教、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做好线
上教学工作，保证疫情期间学生
学习实质有效。特别是学校毕业
班教师，根据学校要求按时到校

“线下研讨、线上教学”，制定贴合

实际的分层教学策略，精益求精，
重点研究中考热点及动向，将相
关内容细化到每节课的知识中，
保证毕业班级每节课取得应有的
教学效果。老师们对线上课堂精
致勤恳的态度，传递的是对学生
的爱，传递的是疫情中的希望与
力量。 (崔金华)

张店区第四中学：

认真做好线上教学工作
疫情期间，高青县田镇学区开

展线上教学的六周以来，学区150余
名教师潜心教学，用爱育人。

首先，学区精心部署各项教学
工作。延期开学期间，学区多次召开
部署会议，分别从线下教研、课前准
备、上课指导、在线答疑、作业布置
与反馈、重难点查缺补漏等方面，对
教师线上教学提出了明确要求。

其次，各学科教研组积极做好
线下研讨，提前安排学科教学工
作。每位任课教师立足本职，精心
备课，优化在线学习方法，向课堂
要实效。充分利用下午4:00—4:30半
小时时间在线答疑，。每一份有温
度的作业都在默默传递师生彼此
的爱意融融。

(高玮 郭媛媛)

高青县田镇学区：

线上学习“给学生别样的爱”

日前，高青县中心路小学在
做好消毒、防护、宣传教育前提
下，有序组织家长领取2020年春
季学生教材，为“线上教学”高效
开展做好铺垫。

学校将本次教材分发工作地
点设在校门口，采取分班、错时、家
长代领的形式有序进行并严格做
好领书家长体温测量、教材袋消
毒、发放教师佩戴口罩等防护工
作，有条不紊的把教材分发到每一
名家长手中。家长们被学校教职工
疫情防控之下对教学工作的认真、
用心所感动，用最质朴的“谢谢”向
老师们表达感谢。 (韩元素)

高青县中心路小学：

开展暖心“新书”接力

线上家校沟通 为确保网上
直播课的学习效果，近日，沂源县
荆山路小学开启了网上家长会活
动。有效提升学生在家学习的积极
性。 (张雨 王新刚 王相龙)

“备战”开学演练 为加强校
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近日，
沂源县第二中学举行开学前疫情
防控应急演练，坚持“演练即是实
战”的工作要求。 (刘念华)

劳动创造美 近日，沂源县第
二实验幼儿园教师对幼儿园户外
环境进行了深入清理打扫。全园教
职员工70余人，分批入园，参加了这
次别样的劳动体验。 (杨子会)

学政治 提素养 抗疫情 促
教学 为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在抗击疫情工作中
的先锋模范作用，张店区杏园小学
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王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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