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5日讯(记者 潘世
金 通讯员 周晓雪)“让温暖的
问候，唤醒你沉睡的心灵，满怀期
待，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小
苗，早安。”3月4日，济南市盛福实
验小学“小苗早安”正式开播。

据悉，这是学校开展的“我
是雅美小主播”活动，活动开始前
老师和同学们为直播站取名字、
设计展示标题、招募小主播、征集
读书稿，并结合学生特点开展了
不同主题的项目化学习阅读活
动。

在直播中，来自三年级三班
的孙旻畅“小主播”推荐了《昆虫
记》这本书，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

这些微小的生命，每个人内心都
充满爱，充满对生命的感恩。高年
级学生则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并
制作了PPT，分享自己的读书收
获。小主播以《穿越回三国，我想
做曹操》为例，品读三国人物，并
向同学们介绍了自己的读书方法
和感悟。

直播间留言板无数赠送的小
花、竖起的大拇指、肯定的话
语……直播的方式得到了老师、
家长和学生的点赞，也为学生提
供了另一种学习的方式。“此次活
动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孩子们既能
够学习到各方面的知识，又能与
实际生活相结合，提高了孩子们

的思考能力与实际运用能力，让
学生的自信心、自律能力、自主能
力都得到了提高。”四年级教研组
长王敏说。

据介绍，自“空中课堂”教学
以来，学校语文学科立足高红燕
校长提出的“雅美教育”理念，重
点从“学科”和“主题”两个视角进
行项目化学习实践活动的开发，
此次组织策划项目化阅读学
堂——— 一个基于网络的跨班级、
跨年级、跨年段的项目化学习共
同体，学生与自己的小伙伴们相
遇在一起，通过网络一起朗读吟
诵，一起说书品评，在阅读中静待
花开。

本报3月25日讯(记者 潘世
金 通讯员 袁芳)当前，小学生
居家如何学？为了使学生居家学
习更丰富、更有效，近日，济南市
经五路小学名师工作室的老师们
进行调研与梳理，针对家长和学
生的共性需求上线“名师答”栏
目，做出专业答疑与指导。

如何提高孩子的居家阅读质
量？刘春蕾老师建议，在选择聊书
话题时，切忌机械式提问。阅读
前，家长可以与孩子聊聊今天最
想读哪本书？它哪里吸引你？看了

这个题目，你猜会是写什么的？阅
读后可以对于书中具体人物、情
节、知识点等内容进行讨论，也可
以让孩子想象自己是作者，会设
计出怎样的故事情节或者结局。

居家学习环境下如何进行英
语语音训练？王冠老师向同学们
列举了三步法：第一步：听一句原
声，模仿一句，争取做到百分百相
似；第二步：边听边跟读，即影子
跟读。录音读，我就读，录音停，我
也停；第三步：脱离原声，拿书大
声朗读，要争取和第二步的时候

读得一致。“这三步顺序不能乱，
流程不能省，初期练习时需要家
长陪伴。同学们请从今天开始试
一试，相信很快就会看到效果。”

济南市经五路小学副校长王
煦表示，老师们除了进行线上答
疑，还录制了视频，进行具体的讲
解和示范。“希望通过学校开设的

‘名师答’栏目，对学生居家学习
有所启发，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学
生、家长需求，及时答疑，并征集
学生居家学习小妙招，进行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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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准备防护用具
设置教材发放点

“发放教材的每一个环节，每
一个细节我们都进行反复商讨。”
为了确保教材配送安全有序进
行，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成
立发放教材工作小组，校长魏盈
担任工作组组长，由图书室准备
好各年级所发数目及各班册数，
各年级主任准备好发放教材的名
单，班主任老师及时通知学生家
长。

为确保每一个环节安全、有
序。学校提前准备了消毒用品、一
次性手套及警戒设备等防护用
具，并设置了教材发放点、家长排
队区域、教材储备点，安排党员教
师到现场负责测温、分发书籍等
工作。如果家长有特殊情况不能
领取教材，学校还将统一安排其
他时间或方式另行发放。

济南市盛福实验小学校长高
红燕带领领导班子和部分党员教
师分年级、分班级、独立包装，有

序发放。为方便家长领取，学校提
前购买了红色和白色两种颜色方
便袋一千五百余个，给每个学生
单独分装。短短半天时间内，就完
成了全校1400名学生、8000余册
教材的归置整理、清点分类等工
作。教材发放前，还安排专人对图
书保管处进行消毒，确保书本安
全发放到每一个孩子的手中。

在济南市历城二中，高一各
班根据级部统一安排，通过微信
群、QQ群将教材领取通知下发到
每一位同学，确保每个人都能够
按时领取教材，对防疫的注意事
项也进行了叮嘱，特别强调了佩
戴口罩、出行安全等事宜。学校安
排了各个班级的分发时间和区
域，做到分散选址，避免聚集。

错峰错时发放教材
设置领书通道和消杀岗

近日，济南市历下区盛景小
学的家长们按照学校安排的时
间，陆续赶往教材指定发放点。教
师先对领取教材的家长进行体温
测量和记录，家长间保持一米距
离，不扎堆、不聚集，班主任再开
始发放学生教材，整个过程安全
有序。校长马清香表示，学校详细
制定了教材发放工作实施方案，
明确发放各环节负责人、发放地
点、错峰发放时间、发放方法、保
障措施，保证安全、健康、零接触，
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9点到9点半，1至27号学生

来领取，9点半至10点，28至53号
学生来领取，请家长不要提前到
校领取……”济南市盛福实验小
学发放教材时，在校门外划定领
书区域，设置领书通道和消杀岗，
然后开始分年级错峰发放。家长
按时间节点，在教师指导下间隔
一米列队，经过酒精喷洒消毒、体
温测量确认无发热现象、进行登
记后，沿通道至指定区域，无接触
自行领取教材并迅速离开，班主
任核对姓名、电话等信息做好领
取记录。

老师“变身”快递员
为学生写下温暖寄语

“家长您好！请带好口罩，排

好队，保持1 . 5米间距！”“请报一
下孩子的班级姓名。”“这是您孩
子的新书，请您拿好直接回家，注
意安全”……这一串的提示语，井
然有序的画面，相继在济南高新
区鸡山小学各村发放点上演。

近日，济南高新区鸡山小学6
位教师奔赴3个村，为1-6年级的
学生逐一送去课本。教师提前做
好个人防护，在校门口测体温、消
毒后有序进入校园。复核完教材
数量后，他们带着教材赶往马头
山村、山圈村和鸡山村，在村委会
门口发放教材。拿到课本的同时，
学生们也收到了老师准备的特别

“礼物”。“亲爱的孩子，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居家学习一定要比在
学校时更加认真用心吆，期待春
暖花开，你我重聚校园，老师在校
门口等你，不见不散！”在新课本
的包裹上，老师还为孩子们写下
了温情寄语。

在济南党家中学，老师们用了
10个小时把3个级部2000余名学生
和近150名老师的教材分装好，分
别前往37个分发点，为师生分发新
教材和学习资料。学校总务处安排
好配送教材和学习资料的车辆，七
辆车兵分六路。对于在外地未返回
济南的学生，学校积极联系家长确
认返济时间，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需
要邮寄到学生手中。

考虑到学生家庭住址远近不
同的问题，济南市历城二中高一
级部各班也采取不同的方式方
法。离家近的同学可以直接到学
校领取；有的班级组建了市区临
时发放点；还有的班级老师直接
驱车前往各个指定发放点。对于
在其他地市的学生，学校直接快
递派送，免去了家长奔波之苦。

学生居家如何学，“名师答”来支招
济南市经五路小学教师上线，为家长、学生解疑答惑

小学生做“主播”，上线分享阅读方法
盛福实验小学开展项目化学习实践活动

新学期教材如何分发

教师变身“快递员”，错峰错时发放

本报3月25日讯 (记者 王
丛丛 通讯员 郭经媛 徐秀
燕)为全面做好学生复课前的疫
情防控准备，保证开学后良好的
教育教学秩序，近日，济南信息
工程学校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实
战演练，模拟学生报到、就餐、上
课、实训等各个环节以及突发应
急事件时的工作流程。

演练现场，所有到校“学生”
必须按要求进行体温测试，体温
在正常范围方可入校。如体温异
常，须立即到复测点进行体温复
测，如复测仍异常，立即采取下一
步应急措施。演练现场，所有工作

人员均按要求佩戴口罩，体温复
测员穿着防护服、佩戴护目镜，测
温枪在使用前、测温完毕后和测
出体温异常者后均进行消毒，使
用完毕后交回医务室进行统一保
管。测温后，工作人员需填写《体
温监测记录表》，工作结束后交至
医务室进行统一保管。

在餐厅演练现场，工作人员
排队进入，间隔一米。进入餐厅
须进行脚底消毒和手部喷洒消
毒。按照地面指示箭头洗手后进
入售餐区排队取餐。按照桌面指
示单人单桌单向就餐，就餐过程
中不交流，迅速就餐，有序离开。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模拟开学严防疫情

教师变身“快递员”，为
学生派发新学期教材。为了
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业，济南
市各级各类学校线上教学正
有序开展。为更好地保证学
生网上学习的效果，回应家
长关于使用实体教材的呼
声，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近日，济南市多所学校陆续
发放教材。教材怎么分发？如
何保证安全？

济南市历下区盛景小学教师为家长发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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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联动
对初高中开展开学条件核验

本报3月25日讯 (记者 潘
世金)3月20日上午，济南市教育
局召开全市高中初中开学条件
核验工作视频会，部署对高、初
中开展开学条件核验工作。

根据工作安排，3月23日起，
济南市教育局会同济南市卫健
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组建了
11个检查组，依据《山东省中小
学校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条件
核验细则》指导属地学校做好开
学前的各项核检工作。在学校自
查、属地核验并督促整改的基础
上，市级检查组赴各区县，以最
严格的标准，最严谨的态度，通
过查阅资料、现场连线、随机访
谈、实地查看、现场演示等形式，

对属地各有毕业年级的高、初中
学校逐一进行开学条件核验工
作。

3月23日下午，济南市天桥
区第一联合核验组在济南十三
中依照《山东省中小学校2020年
春季开学条件核验细则》进行现
场核验，标志着天桥区“开学条
件核验”工作全面启动。现场，联
合检查组对师生入校晨检、应急
情况处理、清洁消毒物资储备存
放及现场配比、学生就餐管理、
晨午检制度及教室内突发情况
处置五个环节进行了督查。据
悉，天桥区将于本周内完成对全
区13所初中的开学条件核验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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