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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淄博职教集团入选首批示范性职教集团(联盟)培育单位
近日记者获悉，在教育部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公布的
第一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
(联盟)培育单位名单中，淄博职
业教育集团成功入选。据了解，
此次全国有150家职业教育集
团入选，我省有12家。

淄博职业教育集团成立于

2012年7月，由淄博职业学院牵
头组建，成员囊括了区域内外
本科及中高职院校、行业协会、
科研院所、企业等113家单位，
集聚“政校行企园所”优势资
源，建成“章程引领·六方协同·
四维联动·立体保障”运行机
制，形成了符合当地实际、富有

区域特色的职业教育集团办学
模式。集团成立以来，以服务发
展为宗旨、促进就业为导向，以建
设淄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引领，
以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为
核心，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创新技术技能人才系统培养机制
为重点，充分发挥政府推动和市场

引导作用，深化教学改革，突出专
业特色，增强办学活力，提高办学
效益，实现了共同发展。

淄博职业学院2019年入选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作为
淄博职业教育集团的牵头单
位，淄博职业学院不断强化自

身提高服务意识，深化政教行
企合作，真正把淄博职业教育
集团打造成为集人才培养、教
育教学、社会培训、就业指导、
教科研和产品开发于一体的职
业教育品牌，为区域社会经济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伟 魏伟）

家园共育中班级微信群应用及实践研究
淄博市妇联实验幼儿园 于浩

班级微信群的建立，可以一定
程度上加强幼儿与幼儿园之间的
紧密联系，使得幼儿感受到幼儿园
的温暖。同时，微信群要进行管理，
才能更好的为幼儿的成长和学习
提供优质的环境。家园共育的最终
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幼儿的良好发
展空间，为幼儿提供便捷的学习条
件，加强家长与幼儿园的沟通和互
动，让幼儿真正感受到幼儿园所给
予的乐趣。

一、家园共育的实践内涵

所谓家园共育，是指家长与幼
儿园共同努力，实现对孩子的教
育。在对孩子进行教育的过程中，
家长和幼儿园都是极为重要的，双
向教育才能实现幼儿的优质教育
空间，二者缺一不可。对幼儿园的
幼儿来讲，其处于身心发展的初期
阶段，对事物抱有新鲜感，无法对
自身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因
此，家园共育中，教师和家长对幼
儿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注重
家园共育的实践机会，多为幼儿创
造平台，实现其综合能力的培养。

二、班级微信群在家园

共育中的应用实践

在家园共育的应用中，班级
微信群对其起到极为重要的作
用。班级微信群的建立，将各个
家长都汇聚在一起，通过家长之
间对幼儿成长情况进行探讨，可
以解决很多家长所面临的共性
问题。例如：幼儿教师可以在班
级微信群中，给家长提供在家游
戏的方法和培养幼儿良好的习
惯的养成等，在家园共同努力下
使幼儿健康成长。同时，幼儿教
师可以在班级微信群中上传课
程资源，满足幼儿学习的需要。
同时，幼儿园可以将近期要求和
具体活动发布到班级微信群中，
利用网络信息将其传播出去。此
外，幼儿教师可以将幼儿学习的
内容、结果发布到微信群中，让
家长知晓教学目标，对幼儿进行
复习巩固，从而加强学习的效
率。不仅如此，幼儿教师通过班
级微信群，可以设置小程序，创
建“快乐宝贝”专栏活动，让家长
与幼儿的照片上传到小程序里，
这样可以充分对刚刚步入幼儿

园的幼儿进行了解。同时，幼儿
教师可以将幼儿在幼儿园中的
情况，例如画了一幅画，将其上
传到小程序里，让家长及时了解
幼儿在幼儿园中学到了什么，获
得了哪些成长。

三、家园共育中班级微

信群实践应用注意事项

(一)建立管理规约，强化规
则意识

家园共育的目标需要家长
和教师的共同努力，在人数众多
的班级微信群中，需要建立一个
较为标准的管理规约，更好的强
化规则意识。班级微信群作为一
个家长和幼儿教师之间沟通的
纽带，其应当拥有一个让每个成
员都遵守的规约。幼儿教师在建
立班级微信群后，要快速设立班
级微信群制度，将具体的内容以
公告的形式让每位家长熟知。例
如：群内用语要文明。让所有的
家长修改备注为“幼儿姓名+父

母”。此外，幼儿教师要说明，群
内勿发红包、广告等。

(二)明确班群定位，回归教
育本义

班级微信群的建立，主要目
的就是便于家长和幼儿教师之
间的沟通和交流，也涵盖了通知
信息的内容。因此，要正确认识
班级微信群的功能，意识到其为
教育工作所提供的价值。需要注
意的是，班级微信群的基础要求
是每位群内成员的讨论内容要
在幼儿教育的范围内，毕竟班级
微信群的建立的初心是为了搭
建家长和幼儿教师之间合作、沟
通的桥梁。明确班级微信群的定
位，才能围绕教育工作的内容不
断进步，向家园共育的理想目标
迈进。当明确班级群的定位后，
家长和幼儿教师的沟通才会是
真正有效的沟通，对幼儿的发展
起到真正的教育意义。

(三)预防认识偏差，摆正角
色位置

在家园共育中，教师和家长

都是平等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
让幼儿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
境和成长空间。因此，班级微信
群内的成员都要摆正自身的角
色。幼儿教师作为班级微信群的
管理者，要承担微信群的责任，
传递正能量的信息，营造良好的
班级氛围，让每位家长合理有序
的进行发言。家长是幼儿教育的
协助者，应与幼儿教师平等相
处，互相理解和合作。同时，家长
要相信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与
幼儿教师进行良好的合作，实现
家园共育的最终目标。

结论：
综上所述，在时代迅速发展

的大背景下，采取微信平台可以
更好的实现家长和教师之间的
交流和互动。班级微信群在家园
共育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微信班级群的管理过程中，幼
儿教师承担的主要的责任，要建
立具体的群内规范，让所有的家
长遵循群内规范，与教师一同实
现对幼儿的教育工作。因此，在
班级微信群的使用中，可以会发
现诸多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幼
儿家长还是教师都要保持一颗
积极向上的心态，在群内传播充
满正能量的信息，促进幼儿健
康、快乐的成长。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上级教育
主管部门《关于开展师德建设教育
月活动的通知》文件要求，全面提
升全校教师整体师德水平和专业
素养，日前，张店四中全面开展了
师德师风建设主题活动月活动。

(崔金华)

张店四中：

开展师德建设月活动

日前，淄博市高二数学教学研
讨会在高青一中举办。会上，临淄
中学姚站华、淄博市实验中学徐修
花等来自淄博市各高中的6位优秀
教师作了讲座，对不同的数学专题
进行内容解读和教学指导。

（周进）

市高二数学教学研讨会

在高青一中举办

近 日 ，高 青 三 中 召 开
2020—2021学年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认定工作会议。会上，强调
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填表及
班主任具体操作过程中的注意
事项。

(樊武田)

高青三中：

召开家庭困难学生认定会

近日，齐德学校开展了“拒绝
舌尖上的浪费，从不剩饭做起”主
题教育活动。向全体队员发起开展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倡议，通
过电子显示屏、各中队餐前喊口号
等系列活动让队员时时处处感受
到勤俭节约文化。 （王灵凤）

张店区齐德学校：

开展“光盘”有我主题教育

为引导广大少先队员继承和发
扬少先队的光荣传统，增强少先队
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近日，铝城一
中举行2020级少先队建队仪式。学
校党支部副书记郭全坤同志发表重
要讲话，对未来学校的少先队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李梓洁)

张店区铝城一中：

举行少先队建队仪式

日前，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
校与张店区铁路小学举行了“心手
相牵·与爱同行”结对联谊活动，活
动的开展促进了两校间的交流，同
时也为特殊儿童提供了良好的融
合空间。

(王丽丽 于丽娜)

张店区特教学校与铁路小学：

举行“心手相牵”活动

日前，由淄川区委组织部、淄
川区教体局组成的联合检查团对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党支部建设规
范提升进行调研检查。对下一步
党建工作开展做出了方向性地指
导。

（宋琳琳）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通过党建工作检查

日前，起凤中学开展了预防
踩踏应急疏散演练。旨在，增强师
生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以
及在突发性灾害面前的安全防范
应对能力和逃生能力，使学生树
立起以“安全”为主的自我保护意
识。 (张久伟)

桓台县起凤中学：

开展防踩踏疏散演练

专题研讨活动 近日，沂源二
中开展“聚焦核心素养，助力教师
专业发展”专题研讨活动。在活动
中，老师们受益匪浅

(刘艳玲)

近日，沂源县第一中学举行了
2018级高三学生18岁成人礼仪式。
同学们在班主任和家长的陪同下，
走过一袭红地毯，老师们在红毯两
侧热烈祝福，同学们自信迈过成人
门，在成人心愿墙上写下名字。

(苗春生)

沂源一中：

举办成人礼仪式

高青五中：

举行青蓝工程启动仪式

近日，高青五中举行第五期青
蓝工程启动仪式。史雷校长指出了
青蓝工程不仅对学校发展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希望所有青年教师
虚心求教，努力学习，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

(段岩霞)

爱惜粮食教育 近日，沂源
县鲁村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爱
惜粮食，从我做起”为主题的系列
活动。

(唐菁怿 张士霞)

丰收节主题教育 金秋时节，
沂源县第二实验幼儿园以多种形
式开展丰收节主题教育。教师和幼
儿在活动中共享丰收的喜悦。

(董芳婷 杨子会)

构建新学习模式 沂源县燕
崖中学打造以“问题教学”与交往
式二人组学习的融合，构建为核心
的新型课堂教学理念。

(王清伟)

抵制餐饮浪费 为大力弘扬
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近
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开展了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系列活动。

(丁兰 周海玲)

亲子绘画活动 为让孩子感
受节日的气氛，激发热爱祖国的感
情，日前，沂源县新城路幼儿园开
展“喜迎国庆，情满中秋”亲子绘画
活动。 (杜春燕 陈红雪)

筑牢“防疫墙” 新学期，沂源
县鲁村镇草埠中心完小为了确保
学生的健康安全，抓实、抓细、抓紧
疫情防控工作，做到疫情防控常态
化。 (谢宜安 王绍涛)

消防安全教育 近日，沂源县
徐家庄中心学校邀请县消防大队
徐家庄站的消防队员，到校给学生
上了一堂消防安全现场课。

(孙晓 朱涛)

大课间展示 为提高学校大
课间活动质量，进一步推进学校阳
光体育的蓬勃发展，日前，沂源县
鲁村镇中心小学开展了大课间展
示活动。 (房秀伟 董其永)

少先队教育活动 少先队建
队日期间，沂源县新城路小学开展
了“我是小小追梦人，争做新时代
好队员” 教育活动。

(董仕雪 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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