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 11 . 27 星期五

0531-85193700
0533-3159015

读者热线>>>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今日本报B01—B04 编辑：张晓光 美编：张荐博 刘薇薇

沂源四中：

成立扬帆文学社

为激发学生对文学的热爱，提
高写作水平，近日，沂源四中成立
扬帆文学社，该文学社共吸纳100
余名学生。开展名著欣赏、佳作点
评、作文比赛、青春有语等一系列
活动，把学生带进文学的海洋，感
受文学的魅力。 (刘士春)

张店区潘南小学北校区：

常规检查促教学

为提高教学质量，近日，潘南
小学北校区对全校教师的常规材
料进行全面检查，并指导教师们
在关注教情学情、着力教学反思、
优化作业布置、加强学困生辅导
等方面继续下功夫，力争做群众
满意的教育。 (李娜)

沂源四中：

制作安全预防手册

为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近日，沂源四中特制作了《中小学
生安全预防手册》，手册包括十五
防，防爆力、防盗窃、防毒品、防网
络、防交通、防煤气、防火灾、防触
电、防溺水、防地震、防心理等，及
急救互救知识。 (刘士春)

沂源县西台幼儿园：

“故事妈妈进课堂”

为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让
孩子们爱上读书，同时加强孩子和
父母间的交流，近日，南麻街道西
台幼儿园大三班推出了“故事妈妈
进课堂”活动。该活动在“亲子共
读”的基础上，邀请家长代表走进
课堂给孩子们讲故事。 (周娜)

淄川区黑旺中心校：

举行教育开放月活动

近日 ,淄川区黑旺中心校举
行了以“开放、共赢、发展”为主题
的教育开放月活动。通过家长进
校园、课堂开放、家长报告会等形
式，在家长和学校间构建了一个
双向真诚交流的平台，促进了家
校的和谐发展。 (赵鹏)

沂源县王家泉幼儿园：

开展校车演练活动

为增强幼儿园师生校车安全
防范意识，提高驾乘人员应对突发
意外事故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
悦庄镇王家泉幼儿园对乘坐校车
的幼儿开展了校车消防疏散演练
活动，让孩子们掌握了乘坐校车逃
生的基本方法和技巧。 (王雪莲)

沂源县荆山幼儿园：

开展家长陪餐活动

为进一步强化幼儿园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意识，提升幼儿园食堂
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让
家长们更详细了解幼儿园的伙食
情况，更清楚了解孩子在园的就餐
情况，近日，荆山幼儿园开展了家
长陪餐活动。 (夏巧凤 李宁)

沂源县振兴路幼儿园：

举行课题展示活动

近日，振兴路幼儿园举行了
课题展示活动。老师们各展所长，
富有新意。语言活动，吸引孩子们
的注意力；音乐游戏活动，请孩子
们自己进行角色表演；综合活动，
运用新颖的绘画形式与语言活动
相结合，突出课题的特色。(王玲)

沂源县东高庄小学：

举行教科研工作交流会

为夯实教科研工作的过程管
理，规范教科研工作，有效提高课
题研究质量，近日，南麻街道办事
处东高庄小学举行教科研工作交
流会。交流会增强了学校教师的
课题研究信心，提升了学校的教
科研水平。 (张德刚 刘珠琳)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加强疫情日常防控工作

为加强疫情日常管理防控工
作，保障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近日，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
校积极开展疫情防控教育，提高
师生的防范能力。贯彻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科学防控，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狙击战。(刘倩 翟英明)

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

召开家委会工作会议

为充分发挥家委会代表对学
校工作的支持作用，近日，荆山路
幼儿园召开了家委会工作会议。
根据幼儿发展及一日生活、学习
情况，针对幼儿特点与家长进行
了互动与探讨。还请家长提出了
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夏巧凤)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环境创设展评活动

为充分发挥环境对幼儿潜移
默化的影响，深入挖掘环境的教
育价值，本学期，淄川区实验幼儿
园通过多次教研，研讨“启迪生
命、润泽童年”办园理念下的环境
创设思路，于近日举行了“环境创
设展评”交流活动。 (马永群)

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

开展教师读书心得交流

为让广大教师养成终生阅读
的习惯，促进教师快速成长，营造
一个充满智慧、生机和更富人文
底蕴的书香校园，近日，鲁村镇中
心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利用集体教
研活动时间分组举行了个人读书
心得交流会。 (张云霞)

沂源县埠村希望小学：

关爱学生健康成长

为呵护学生健康成长，本学
期，悦庄镇埠村希望小学采取多
种形式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利用班队会、晨午检工作、大
课间组织全校师生做操锻炼，加
强学校冬季传染病防治工作，组
织学生健康查体活动。(崔君玉)

张店区铝城一中：

部署学生体质健康检测

为顺应初中体育科目学业水
平考试改革，确保考试的公正性
和严肃性，根据《张店地区初中体
育科目学业水平考试实施方案》，
结合学校实际，近日，铝城一中召
开2020-2021学年学生体质健康
检测部署会。 (石小刚)

推动数字文旅，共话文旅新经济

博山迎来首批文旅发展合伙人
本报淄博 1 1月 2 6日讯 (记

者 李超 ) 11月26日，博山区
“推动数字文旅 共话文旅新
经济”高端研讨暨资源对接会
举行，本次活动由博山区政府
与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共同举办。文旅精英、企业大咖
畅谈商机、共谋未来，抢抓文旅
新经济发展机遇，助力博山数
字文旅发展。

博山区委书记刘忠远致
辞，他介绍了博山的人文历史、
自然山水等文旅资源，以及近
年来博山文旅发展的相关情
况。他说，博山始终把数字文旅
作为谋划新经济、打造新赛道
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深入实施

“数字+文化旅游”发展战略，全
面加快数字经济与文化旅游的
深度融合。谈到下一步博山数

字文旅发展蓝图，刘忠远说，文
旅因融合而丰富，因数字而精
彩。数字文旅，是未来，更是机
遇。博山这座“蝶变”中的城市，
还有很多未开垦的“处女地”，
未成串的“散珍珠”，未用好的

“金招牌”。时间那么宝贵，留给
相处不累的人。期待通过此次
活动，进一步为博山数字文旅
集智聚力，架起更多交流的桥

梁，实现更多共赢的精彩，打造
更多数字文旅的新业态，共同
开启旅游新经济蓝海的广阔天
地。

会上，博山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副主任夏艳华全面介绍了
博山的文旅资源，首批博山文
旅发展合伙人获颁合作纪念
杯。此后，与会嘉宾进行了高端
研讨交流，北京市长城企业战

略研究所、源创汇、高品未来、
艾思玛特、朗乡集团等单位负
责人分别介绍各自业务产品，
并就博山数字文旅发展提出建
议。据悉，博山区重点策划了总
投资115亿元的36个项目，本次
会议将赋能博山数字文旅产业
发展，提高博山文旅的品牌张
力与可持续力，推动博山文旅
发展再上新台阶。

音乐剧《当爱已成往事》今起暖心上演
时间：11月27-29日 地点：淄博保利大剧院

本报淄博11月26日讯 (记者
张晓光) 11月26日，李宗盛作

品音乐剧《当爱已成往事》主演交
流见面会在淄博保利大剧院举
行。音乐剧主演代表及主创团队
到场，畅聊剧组排练过程中的难
忘点滴，并与观众进行了交流和
互动。

据悉，该剧将在11月27-29日
上演，继2019年完成了三城十五
场的巡演后，2020年巡演大幕于
10月开启，今年的巡演主题定义
为：平凡人的不凡之年。

该剧剧名由李宗盛亲自拟
定，并以“点唱机音乐剧”的形式，
优选了李宗盛最经典的近三十首
作品，巧妙地将音乐与剧情有机
融合，让观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
感受一个独特的爱与别离的故
事。

该剧由百老汇托尼奖最佳导
演John Rando执导，并与著名制
片人、编剧邢爱娜共同编写。该剧
力邀曾获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
奖、艾美奖、托尼奖最佳舞美设计
奖、并连续6年获邀设计奥斯卡颁

奖典礼舞台的百老汇著名舞美设
计Derek McLane领衔舞美团队，
以及艾美奖获得者、美剧《名声大
噪 ( S M A S H ) 》的编舞 J o s h u a
Bergasse加盟创作，为音乐剧创编
舞蹈动作。在编曲方面，由李宗盛
多年好友、“御用”编曲家周国仪
共同为音乐剧的每首曲目重新编
曲，打造更加适合故事内容的曲
目风格和韵律节奏。在和声和弦
乐方面，更是邀请到了国内知名
音乐创作人、歌手、小提琴手李剑
青加盟创作。

齐润高层次人才
安居房将交付使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樊舒瑜 通讯员 蒋静

日前，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获悉，在淄博市住房城
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的积极
推进落实下，目前，齐润高层
次人才安居房已完成装修。

齐润高层次人才安居房
水、电、暖、燃气、有线电视、宽
带 等 配 套 设 施 齐 全 ，配 备 电
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以及
床、沙发、书桌、衣橱等用品，

已办理房屋竣工综合验收备
案 手 续 ，达 到 拎 包 入 住 的 条
件，即将交付使用。

据悉，齐润高层次人才安
居房位于西十路以西、心环东
路以东、华光路以北、联通路
以南的齐润花园商品房项目
13#楼，房源共计28套，户型分
别为三室两厅一卫 (建筑面积
1 2 5 . 8 5メ )；三室两厅两卫 (建
筑面积 1 4 0 . 7 1メ )，全部为租
赁型房源，面向省级以上高层
次人才分配。

倡导自主学习 沂源县悦庄
镇中心小学脚踏实地推进课堂教
学改革，依据学校和学生实际，以
学生为中心，积极倡导自主、合作、
探究的自主学习模式。 (梁海亮)

班主任培训活动 近日，
沂源四中开展了班主任培训活
动，通过培训帮助班主任明确
了新时期班主任工作的新特
点、新要求。 （刘士春）

探索中成长 近日，沂源
县悦庄镇赵庄幼儿园丰富幼儿
区域活动的材料，引导幼儿在
自由宽松的气氛中主动探索，
发展各种能力。 (郗目玲)

家长开放日活动 为让家长
更好地了解孩子在幼儿园学习、
生活情况，达到家园共育目的，近
日，沂源县悦庄镇沂河幼儿园开
展家长开放日活动。（张洪红）

加强少先队建设 为加强学
校少先队组织和团组织的建设 ,
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
力,近日，沂源四中公开选拔了一
批大队委员。 (刘士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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