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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今日长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郭瑞伟

为认真贯彻长清区校园环
境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部署会议
精神，落实区教育体育局实施
意见，建立完善教育治理机制，
快速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全面
优化育人环境，打造高品质的
学校教育，长清区各学校分别
迅速全面部署校园环境综合治
理攻坚行动。

学前科：严抓环境综合治
理，规范学前教育。10月10日上
午，长清区教育体育局学前科
组织召开全区幼儿园环境综合
治理攻坚行动动员大会。长清
区教育体育局工会主席房泽
平、学前科科长宋甲峰、街镇幼
教主任、公办、民办园园长参加
会议。

会上房泽平要求，借综合
治理之势，促学前教育更加规
范。制定方案的过程问题要准、
谋划要精、责任要清。

会议强调进一步提升幼儿
园综合治理水平，建立完善教
育治理机制，快速提升教育治
理能力，全面优化育人环境，全
力实现教育内涵发展。加强领
导，落实责任；加强调度，强力
推进；加强宣传，广泛发动。

石麟教育集团：打赢攻坚

战，吹响集结号。会议传达了
《长清区石麟小学校园环境综
合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共
同学习讲话精神，要求全体教
师提高站位，直面问题，抓住关
键，落实责任。让文化有根，立
得住；让文化有形，看得见；让
文化有力，长得大。

第一初级中学：10月10日
下午，长清区第一初级中学组
织各处室年级主要领导召开了

“校园环境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协调部署会。该校从校园文化
建设、校园美化绿化、校园卫生
保洁、校园食堂管理、校园宿舍
管理、校园设施维护、校园文明
礼仪等七大方面进行了工作分
工和部署。校长王培震强调：校
园环境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工作
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全校
师生要提高站位，共同参与，强
化责任担当。充分发挥学校的
区位优势、设施优势、文化基础
优势，提高审美水平和管理水
平，通过外在形象的提升，促进
学校的内涵发展。

五峰山初级中学：召开校
园环境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专题
会议。会上成立了五峰山初级
中学校园环境综合治理攻坚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七个攻
坚行动组，由专人负责档案整
理和建立台账，制定班主任一

周班级工作提醒。全体总动员，
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统筹推进
落实各项工作。

区实验中学召开校园环境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动员会。全
体教师学习上级传达的文件精
神，为实现校园更加干净、更加
整洁、更加有序、更加规范，实
现校园环境育人、制度育人、规
范育人、全时空育人。对学校工
作进行了七大方面的分工，并
提出具体的步骤和要求。各攻
坚组展开行动，着力提升校园
环境。

长清职专为校园环境综合
治理行动保驾护航。该校根据
上级文件精神对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提出在校园环境综合治
理行动中四点要求，成立学校
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小组以及落
实七项重点工作的负责人。以

“攻坚行动”为新起点，建立校
园环境综合治理机制，坚持不
懈抓好校园环境治理工作，将
举全校师生之力，齐抓共管，不
折不扣地确保校园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取得实效。

长清五中优化管理，该校
利用固定的民主“议事厅”时
间，每周准时召开领导干部会
议督促落实，让管理越来越有
步骤，越来越细致，以精细管
理，提高学校治理规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明慧

为进一步提升校园环境综合
治理水平，建立完善教育治理机
制，快速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全面
优化育人环境，全力实现教育内
涵发展，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9
月30日下午，在长清区教体局会
议后，长清区实验幼儿园高度重
视，立即行动。园长李广勇立即召
开“校园环境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协调部署会，第一时间传达会议
精神，要求各分园提高站位，理解
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所在，并成
立工作领导小组。10月9日，又召
开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小组会
议，工作的着力点涵盖环境创设、
死角清理、食堂管理、周边环境、
美化绿化、文明礼仪等几方面。

李广勇园长强调，幼儿园文
化建设，要充分体现“环境育人”
的宗旨，从环境创设到园所角落，
要围绕“时时处处皆文化，点点滴
滴皆教育”，要充分发挥以幼儿为
本的环境创设宗旨，各分园因地
制宜，创设具备该园特色的“育人
环境”。

该园已经完成及正在推进的

治理工作有：园所文化方面，各分
园各班级结合季节、幼儿年龄特
点等设计美观、体现童真童趣的
内容，涵盖活动室、走廊墙、各功
能室等，一直以来作为一项常规
工作不断创新。周边环境：为做好
幼儿离园时的秩序维护，暑假前
东王园在门口设置了交通安全设
施标志。美化绿化：东王园活动场
地绿化已完成，正在完善养殖角，
三个活动室改造正在进行，水鸣
园厕所改造已完成。食堂：各分园
明处亮灶都已完成，以打造“干
净、卫生、科学营养的食堂”为目
标，严防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水
鸣园食堂在开学前改造已完成。
设施维护：原香溪谷园位于原香
溪谷小区内，教职工车辆无法停
放，准备进行车位设计。卫生环
境：各分园车棚、仓库、楼梯间、院
内杂草等做到卫生清理无死角、
条幅、宣传栏内容及时进行更换
等。

校园环境综合治理，是一项
长期并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长
清区实验幼儿园将会以此为契
机，不断加强责任意识，强化工作
落实，为幼儿的健康成长创造良
好的育人环境。

长清各校全面开展
环境治理攻坚行动

长清拉网式排查学校安全隐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郭瑞伟

近日，长清区学校安全隐
患拉网式大排查专项行动启动
会议召开，标志着为期30天的
学校安全隐患拉网式大排查专
项行动正式启动，会议下发了

《长清区教育安全生产专业委
员会关于印发<长清区学校安
全隐患拉网式大排查专项行动
方案>的通知》，区教育体育局
安全办公室全体人员，各街镇
教办、区属各学校分管安全工
作负责人6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
式。

据了解，开展本次专项行
动的目的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思想和关于安全生产一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
实区委、区政府安全生产决策
部署，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学校
安全事故发生。专项行动自9月
底起到10月底结束，分为动员
部署、大排查和集中整治三个
阶段，大排查范围为全区各级
各类学校共360余所，重点围绕
消防安全、校园及周边治安、校
车安全、校舍安全、食堂食品及
用气和用电安全、实验室安全
和集体活动安全7个方面展开。

为确保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和取
得实效，区教育体育局组织成
立了学前教育和职业与成人教
育两个专项检查组和16个普通
检查组，从第二阶段开始全面
跟进检查指导，确保隐患排查
整治到位。

对本次拉网式大排查发现
的各类隐患，要求各学校要及
时建立台账，形成问题隐患清
单，能整改的要立即整改，不能
整改的要督促限期整改，实行
闭环管理，做到“整改一处、销
号一处”。真正做到不打折扣，
不走过场，不留死角，不余盲
区，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长清区实验幼儿园：

综合整治部分工作已完成

10月13日，长清区第三初级
中学“百业讲坛”第二坛在学校实
验楼隆重开坛！本坛的主题是：脐
血的生物价值和生命价值！本次
活动学校邀请了山东省脐血库的
专家团队进行宣讲。

魏琪老师给学生讲述了人
类血液重大疾病，并且用生动
的国内外案例讲述了人类是如
何用高精尖生物技术治疗这些
重大疾病的。同时，魏老师给学
生们普及了脐血的生物价值和
生命价值。

同学们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
液氮！专家们现场进行“冻不死的
鱼实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们
都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在灾难来
临时，生命是多么不堪一击，随着

疫情的渐渐好转，深知有一个健
康的身体是多么重要！魏琪老师
最后告诫学生：健康管理是美好
生活的基本，健康的生活方式可
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希望同学们
都能够坚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睡
眠习惯！

济南市长清区第三初级中学
2020级基于学生发展需要，积极
研发有特色的校本课程，创新开
展“百业讲坛”系列活动，把劳动
教育和行业教育融入课程设计和
教学组织创新中，将通过实地考
察、现场参观、听取报告和知识竞
赛等丰富多彩的学习形式，开启
各行各业的“百业讲坛”新课程，
为三中学子的终身发展和职业发
展搭建优质平台。 （三中宣）

“百业讲坛”第二坛在长清三中开讲

山东省脐血库专家来校上课

根据乐天中学齐京泉校长关
于校园“治理攻坚”行动要求，乐
天中学教师积极开展行动，教学
工作积极开展内部调查了解，查
找问题，积极落实整改。

乐天中学教学低效环节调查
中，他们发现在师生学习习惯、教
研活动、教学管理等环节上，存在
一些不足。为此制定切实措施，优
化教师专业发展，优化课堂教学
模式，通过“学习目标有效制定与
落实”的系列活动，重建课堂教学
模式，在教师备课、上课、辅导、检
测等环节认真打磨，依托学科组
努力构建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
优化研究性学习活动，以拓展课

堂教学为目的，通过丰富多彩的
学科研究性学习活动，以体会、实
践、参与为活动方式，积极开展学
科的延伸性学习，引导学生走进
自然、走出课堂，激发兴趣，培养
能力。优化学习型校园建设，依托
语文学科组、阅览室，在全校努力
营造读书氛围。通过“读书沙龙”
引导教师积极开展读书活动，通
过读书笔记交流促进教师开展学
习活动；通过“走进经典”系列活
动，引导学生阅读名著，通过“校
园诗词大会”等系列活动，引导学
生熟记传统文化，积极营造郎朗
读书校园。

(通讯员 王珊珊）

乐天中学治理攻坚瞄准教学低效环节

10月13日清晨6:10，长清区
第二实验中学的学生们在老师的
组织下有序来到操场集合，开展
早操活动。6:20，早操正式开始，
动感十足的音乐响起，学生们开
始晨跑。副校长孙树峰、张利到场
指挥，确保第一次早操安全、有
序。

据悉，长清区第二实验中学
组织全体学生开展早操活动，是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
落实早操制度的通知》要求，根据
长清区教体局关于落实省厅相关
会议精神的基础上，长清区第二
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李伟
要求学校体卫艺主任朱传娣一定
要以“安全第一、科学组织、内容
合理、循序渐进”为原则，根据相
关要求落实好此项活动。

(通讯员 李明）

第二实验中学安全落实早操制度

王少辉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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