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学生健康体检 为及时
了解学生健康状况，保障学生身体
健康，确保学生在校安全，近日，沂
源四中联系悦庄镇卫生院对学生
进行全面体检。(翟乃文 刘士春)

作业展评促实效 为提高各
班学生的作业水平，日前，沂源县
南麻街道中心小学开展了以“规
范书写，清楚作业”为主题的优秀
作业展评活动。 (张业红)

公开课促提升 为给教师创
造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提升教
师的教学水平，日前，沂源县新城
路幼儿园开展“展自我、促发展”公
开课活动。 (杜春燕 陈红雪)

校车演练活动 为增强师生
对校车安全防范意识，提高驾乘人
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近日，沂
源县悦庄镇王家泉幼儿园开展了
校车消防疏散演练活动。(王雪莲)

传承英雄精神 日前，沂源
县鲁山路小学开展了“走进英雄
故里·传承英雄精神”教育活动。
走进西里镇张家泉“人民楷模”
朱彦夫的家。 （马桂环）

消防演练活动 为进一步提
高幼儿园全体师幼的消防安全
意识，掌握逃生自救方法，日前，
沂源县鲁山路幼儿园举行了消
防安全疏散演练。 (张宗叶)

申报课题研究会 近日，沂源
四中召开课题研究专项会议。宣读
学校2019-2020学年“教育课题研
究成果奖”评选结果，并对申报的
课题进行了讨论审核。 (刘士春)

走访一线教师 近日，沂源
县中庄镇教体办领导到中庄镇中
心小学开展走访活动。倾听学校
对做好教育工作的意见，并鼓励
青年教师爱岗敬业。 (张芳)

尊老敬老教育 为弘扬中华
民族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近日，
沂源县振兴路幼儿园开展了“尊
老、敬老”的主题教育活动，表达
了对长辈的尊敬和关爱。 (王玲)

红色基地教育 近日，沂源
四中组织全体党员到红色教育基
地鲁村镇“618电台”参观。感受党
员艰苦奋斗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思想。（翟乃文 刘士春）

歌唱祖国 国庆节期间，沂
源县振兴路小学开展了“庆国
庆”系列活动。师生录制《歌唱祖
国》视频，优美的旋律表达着师
生的赤诚爱国之情。 (耿伟)

爱惜粮食教育 日前，沂源
县南麻街道中心幼儿园将爱惜
粮食勤俭节约教育与儿歌有机
结合，并拍成“MV”在幼儿园内
学习、传唱。 (马福燕)

急救知识培训 近日，沂源
县悦庄镇赵庄幼儿园邀请县妇保
院的儿科医生对全园教师进行应
急知识培训。让老师们快速掌握
基本的急救技巧。 (郗目玲)

争做文明中学生 近日,沂
源四中开展了“创建文明城市
争做文明中学生”系列文明教育
活动。号召同学们文明礼仪记心
中,人人争做文明小使者。(刘士春)

争做“四有”好老师 近日，
沂源县荆山路小学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向张桂梅同志学
习的主题活动，争做党和人民满
意的“四有”好老师。 (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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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全民学习、终身
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近日，
高青三中组织开展了“2020年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
式。

学校利用周一的升旗仪
式，组织全体师生举行了以“全
民智学，共建幸福美好家园”为
主题的“全民终身学习周”启动
仪式。

在启动仪式上，向全体师
生发出倡议和动员，积极倡导
全民终身学习理念、推进“人人
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
学习型社会建设，鼓励同学们
热爱学习，终身学习，并进行总
体部署。

高青一中：

举行离退休教师座谈会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美
育工作，推动学校美育内涵式高
质量发展，日前，铝城一中召开美
育工作会议。刘学校长对学校美
育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了充
分肯定，对学校未来美育工作方
向提出了重要指导，并鼓励艺术
教师继续加强对艺术工作的认
识，加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努力提高自身业务水平。(李梓洁)

日前，高青五中完成了智能
触控一体机的安装。为使教师迅
速掌握并熟练运用智能触控一体
机，实现新老设备之间无缝衔接，
保障课堂效率，近日，高青五中进
行了智能触控一体机应用培训。
全面了解一体机的硬件配置、操
作界面等基本功能；学习一体机
的基本操作，重点研究常用教学
软件在一体机上的运用。 (王冬)

高青三中：

启动全民学习周活动

张店区铝城一中：

召开美育工作会议

高青五中：

开展智能机应用培训

为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
养，更好地使学生了解中国新
时代的发展趋势，日前，张店四
中团总支邀请周丽老师举行第
二期主题团课《从深圳速度看
中国速度》。团课勉励同学们努
力学习不断进步，让他们成长
的速度能匹配上中国崛起的速
度，甚至未来中国发展的速度。

(崔金华)

张店区第四中学：

举行第二期主题团课

举办秋季画展 近日，沂源
二中举办了“画说沂源”画展。通
过写生引导学生对自然、对生
活、对人生有正确的感悟，提升
学生的学习自信心。 (刘念华)

树爱国情怀 为培养学生的
爱国情怀，激发学生对革命英雄
们的敬仰之情，近日，沂源四中
组织“讲英雄故事·树爱国情怀”
演讲比赛活动。 (刘士春)

组织书画展活动 为丰富学
生课余生活，陶冶学生情操，提高
学生艺术修养，日前，沂源县河湖
中学征集教师和学生的优秀书画
作品，组织了书画展活动。 (齐林)

经典诵读展示 为营造经典
诵读的学习氛围，深化经典诵读
活动，近日，沂源县南麻街道东高
庄小学举行了《少年中国说》经典
诵读大赛。 (张德刚)

爱淄博在行动 为扎实推
进全市“爱淄博 添靓度”主题
实践活动，提升校园环境，近日，
鲁村镇中心小学开展了文明校
园建设活动。(王艳艳 周海玲)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举行新一届大队委竞选

为给少先队员提供一个展示
的舞台，增强少先队队员小主人意
识，共同促进学校少先队工作向着

“规范和特色”的方向发展，日前。
傅家镇中心小学举行新一届大队
委竞选。 （李海铭）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举行法制宣传教育

为增强广大师生的法制观
念，提高学生们的法律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近日，张店区特殊
教育中心学校邀请法治校长殷
娟检察官走进校园,为学生们进
行法制宣传教育。让学生们知
法、懂法、守法，让法在每一个学
生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刘倩 田强）

临淄区高阳小学：

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

日前，高阳小学举行新队员入
队仪式。德育主任朱慧娟希望全体
少先队员要坚定信念、志存高远，
接过先辈手中的火炬，努力拼搏，
奋发图强。争当热爱祖国、理想远
大的好少年。 （郭琪)

沂源县中庄镇中心小学：

开展学科核心素养评价

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
生学科核心素养，提高学生综合能
力，有效监测学科课程实施情况，
近日，中庄镇中心小学开展了一至
四年级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
核心素养评价。 (孙宵晓 张芳)

桓台县起凤中学：

召开毕业班家长会

为进一步加强家校交流，促进
学生的健康成长与良好发展，切实
做好毕业班工作，确保初四年级毕
业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端正态度、
明确目标，近日，起凤中学召开初
四年级毕业班家长会。 (张久伟)

沂源县鲁村中学：

直播课堂学习热情高涨

新学期伊始，鲁村中学积极参
加网络教研活动，更新教育理念，
提高业务素质，为新学期教学创造
条件。组织教师观摩聆听《齐鲁名
师名校长直播课堂》活动，领略名
师的风采，感受他们对学生、对教
育的爱。 (武玉东 周海玲)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开展重阳节系列活动

为弘扬民族优良传统，日前，
傅家实验小学开展了“我们的节
日·重阳节”主题活动。开展以“助
老、爱老、敬老”为主题的社会实
践活动。学生们在家、社区和附近
敬老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李锦)

高青县实验小学：

迎来一个特殊的考察团

日前，西藏昂仁县教育考察团
一行11人到高青县实验小学参观
考察。参观了该校师生手绘文明
墙、大学林、科技馆、德艺楼、学科
专用教室等。进一步促进加强交流
合作，共同为两地的教育事业发展
助力。 (杨维维)

沂源县燕崖中学：

示范引领促成长视导

日前，沂源县教体局教研团队
到燕崖中学开展教育教学视察。教
研团队的专家找优点、谈不足、解
困惑，与老师们面对面交流，从教
学技能、教学效果方面进行了点评
和指导。 （陈作涛 杨希艳）

高青二中：

开展冬季安全培训

冬季是安全事故高发季，近
日，高青二中集中开展了全校师生
安全培训活动，防止安全事故发
生。学校通过国旗下讲话、黑板报、
班主任会、班会等多种形式进行教
育培训，为全体师生筑牢安全“防
护墙”。 (成树栋)

张店区齐德学校：

开展游泳进课堂活动

为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促
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本学
期，齐德学校开展游泳进课堂活
动。提升学生免疫力，助力大脑发
育、助力身心健康，为学生健康成
长奠定坚实基础。 （王灵凤）

桓台县田庄小学：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教育

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
族自豪感，着力培育广大青少年儿
童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日前，田庄小学举行了“我是小
小追梦人·争做新时代好队员”新
队员入队仪式。 (崔玉婷 杜聪)

在少先队建队节期间，康平
小学少先大队举行了“从小学先
锋 长大做先锋”主题队日活动。
教育引导少先队员充分感受在党
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和发展的光
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培养他们对
党和国家的朴素感情。 (李燕)

临淄区康平小学：

举行少先队主题队日

沂源四中：

爱心帮扶传递正能量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师德师风
建设，增强为民服务意识，近日，
沂源四中开展以“访万家、助家
困、帮学习、共进步”为主题的“一
帮一”帮扶活动。本次活动学校进
行了全方位的家访。 (刘士春)

为弘扬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发挥退休教师助力新时代教育，日
前，高青一中举行离退休教师座谈
会。离退休教师50余人欢聚一堂，
共话教育，学校班子成员及工会负
责人员参加活动。 （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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