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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城事

淄博市进一步发展“阳光体育”，对学校提出更高要求

无无故故挤挤占占体体育育课课一一律律取取消消评评优优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谭文佳 通讯员 崔婧 ) 在
17日举行的淄博市参加山东省
第十二届中学生运动会表彰
大会上，市教育局局长赵新法
表示，要尽快建立全市学校体
育专项督导评估制度，严格实
施学生体质健康行政问责制
度。无故挤占体育课将一律取
消评优资格。

赵新法表示，本次淄博代
表团在全省运会上取得优异
成绩，充分展示了全市学校体
育工作的整体水平。但总体上
看，学校体育仍是教育工作中
的薄弱环节，在一些地方、一

些学校，仍然存在对学校体育
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评价机制
不够完善、场地设施欠缺、体
育课质量不高等影响和制约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升的因
素。

为此，赵新法在会上强
调，市教育局将对无故挤占体
育课、不落实“每天一小时”校
园体育活动要求的学校，一律
取消本年度学校和校长评先
树优资格；对连续两次违反规
定的校长，给予行政处分；对
情节极其严重的，免去其行政
职务。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下
降的县(市区)和设区的市进行

行政约谈，对于连续两年学生
体质水平下滑的，政府教育
工作考核实行“一票否决”。

同时针对有些学校的运
动场地四周建起围栏，平时
上锁，只在上体育课时开放；
有 的 体 育 场 地 在 偏 僻 的 一
角，地面不平整，长时间不维
护；有的体育器材位置偏、分
散，粗老笨重，锈迹斑斑，甚
至部件不全，有安全隐患等
情况，全市要积极探索建设

“运动友好型学校”。
据悉，11月底，教育部学

生体质测试上报数据抽查复
核工作小组对淄博市进行了

抽查复核，我市报送数据学
校 5 1 6所，上报率达 1 0 0%，列
全省第一。

市教育局表示，下一步
要在做好《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测试和数据上报工
作的同时，认真分析存在的
问题，跟踪数据变化，指导和
改进学校体育工作。要高度
重视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
携手学生家长，开展读写姿
势达标活动，通过开展全市
学生视力健康筛查，提供全
面的干预解决方案，最大限
度地降低我市中小学生近视
率。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谭文佳 通讯员 崔婧) 17

日下午，市教育局召开淄博市
参加山东省第十二届中学生
运动会表彰大会，表彰了淄博
市参加山东省第十二届中学
生运动会先进集体和个人，并
颁发了奖金和荣誉证书。

市教育局副局长高权在
会上宣读了《关于表彰淄博
市参加山东省第十二届中学
生运动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的通报》。高权在会上表
示，为表彰先进，进一步推进
全市教育向高层次、高水平
发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市教育局、市体育局决
定，对市教育局体卫艺科等
3 0个“淄博市参加山东省第
十二届中学生运动会先进集
体”、于爱芹等6 8名“淄博市
参加山东省第十二届中学生
运动会先进个人”予以通报
表彰。

会后淄博十一中体育组
组长穆成立表示，能够受到
表彰是对运动员、教练和学
校的一种肯定，也对他的工
作起到了鞭策作用。而且也
对健美操运动在学校的开展
起到了促进作用，现在学健
美操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张店二中成立学生会、选拔校长小助手

将将德德育育融融化化在在教教学学与与生生活活中中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谭文
佳 通讯员 王静 ) 从1996年到
2013年，张店二中的民乐队走过了
17年发展之路，从这里走出了许多
音乐人才。如今这只乐队拥有50多
人，依然在各大小比赛中频频获奖。

据悉，这些热爱音乐的学生基
本都是零基础，是音乐老师王静手
把手教会他们，并带着他们参加省
市的各种比赛。如今，这只队伍已经
连续3年获淄博市百灵艺术节一等
奖，以及山东省中小学生素质展演
比赛二等奖。

提起排练，王静表示很佩服这
些孩子的执着和毅力。由于大多数孩
子是零基础，王静需要从初一学生刚
入学时就进行报名选拔出合格的学
生，再对他们进行系统的训练。音乐
练习是很枯燥的，这需要孩子们用更
坚强的毅力去克服。同时，王静还需
要做通家长的工作，在不影响孩子正
常学习的情况下培训。就这样，张店
二中的民乐队伍逐渐成长起来。如今
当年民乐队伍里的小乐手已经有很
多从事了音乐事业，回想起来都对母
校的培育感激不尽。

学生民乐队

弘扬传统文化

据悉，张店二中的德育工作自开展以来一直不断发展寻找新突破。用丰富多彩的活动辅助传统的班会说教形式，
让学生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德育的力量。校长王福勇告诉记者，为此张店二中制定了学生发展目标：“心怀梦想、行为为
规范、乐观自信、勇于担当、具有人文情怀并适应未来发展的栋梁之才。”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谭文
佳) 据悉，为了促进学生的健康成
长，张店二中专门成立了心理教育
中心，并且每天开放，学生可以随时
预约或咨询。

据学校工作人员介绍，张店二
中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超越了传统
德育内容的范围，把如何认识自我、
处理人际关系、调解和控制自己的
情绪等学生的个性发展问题作为重
点。同时，心理健康教育在尊重、信
任和理解学生的基础上，与学生平
等地沟通、交流，给学生创造了一个
自由的心灵空间。

学校设有单独的温馨心理辅导
室，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受到关注，有
利于预防和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问
题，优化学生品质，提高学生素质，
增强了学生的幸福感。

心理教育中心

天天开放

记者来到张店二中这
天恰逢家长开放日，有家长
来学校看自己孩子在学校
的表现情况。据悉，这是二
中为了同家长建立良好沟
通而开展的活动。在思想品
德课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
师商秀敏告诉记者，以前很
多家长只重视分数，反而对
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如何、
在学校里的情绪好不好等
关心很少。后来，学校利用

家长开放日让家长亲眼看
到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从
而加深学校教育和家庭教
育的配合。

今年上初四的刘润姿告
诉记者，她母亲经常利用家
长开放日来了解她在学校的
情况。许多老师也表示，通过
家长开放日，家长们能够发
现孩子的另一面。有的孩子
在家里不太说话，但在学校
里却很活泼。

德育需要家校携手

回顾近年来德育工作的开
展，校长王福勇表示，二中的德育
工作主要体现了“主体性、生活性
和有效性”三大特点，倡导“无痕
德育”。所谓“无痕德育”就是，德
育应该要明确生活即教育，要将
德育与教学和生活融为一体。

蒲华雷是二中的一名英语
老师，曾在区班主任工作论文评

选活动中获得德育案例一等奖。
她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她都很看
重学生的“感恩”教育。现在独子
多，许多学生会觉得父母对他们
好都是应该的。蒲华雷为此做了
一个简单的调查。通过调查成果
展示，很多学生意识到平时没有
注意到日常花销、父母工作的辛
苦，这是很不应该的。

“无痕德育”深入学生内心

据悉，为了落实无痕德育，
二中举行了以读书活动、节日
活动、主题活动、实践活动等让
德育不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
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学生更易
接受。

对此，校长王福勇表示，德
育工作的重点在于注重校内外

德育资源的开发，着力培养学生
自主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二中
成立了学生会和校长小助理，全
程参与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学生
舍管会、食管会、文明监督岗等，
并自行管理学生阅览室，开展各
种各样的校园活动，给学生进行
自我锻炼提供了一个大舞台。

多彩活动丰富德育形式

重视班主任在德育中的主体地位

市教育局表彰省运动会获奖者，全市30所学校受表彰

运运动动在在学学校校越越来来越越受受学学生生欢欢迎迎

受到表彰的学校和个人。 本报通讯员 任昌乾 摄

学生在心理课上通过活动增强集体凝聚力。

电力保障

有机韭菜丰收

本报讯 12月16日，国网沂源
县供电公司悦庄供电所“彩虹共产
党员服务队”深入农民田间地头，
上门为民服务。

沂源县悦庄镇的无公害韭菜
和有机韭菜闻明全国，但是今年入
冬以来，天气干旱少雨。供电所组
织“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主动出
击，走入田间地头，积极解决农民
韭菜灌溉的用电难题，极大地解决
了韭菜种植户的灌溉压力。

(徐君 赵文锦 桑梓强)

电网改造

助力皮花生加工

本报讯 皮花生加工业已成
为沂源县大张庄镇左家旁峪村经
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可变压器容量
小、线路线径细，加工户只能购买
小型加工设备，但加工数量有限，
制约了本村的经济发展。

国网沂源县供电公司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把左家旁峪村列入了
电网改造升级的计划，给左家旁峪
村民铺开了致富路。

(徐君 赵文锦 李强)

据悉，二中为了发挥班主任
在德育工作中的主体地位，除了
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班主任培
训外，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校内
培训、交流活动；为班主任配发
班级管理专用书籍，开发校本培
训课程；强化班主任例会培训制
度，组织教师参加德育成果评选
活动，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

具有多年班主任经验的历
史老师曹文兰提出了“借机教
育”的观点，她认为利用生活和
学习中的许多机会是开展德育
课程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利
用重大节日、学校举行的各种比
赛活动、或者新生入学时学习劲
头足借此机会稳固他们的自信
心等。

本报记者 谭文佳 通讯员 刘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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