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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天天创创校校，，东东昌昌中中学学北北校校99日日开开课课
走教研、督导、政教一体的特色发展之路

本报聊城9月10日讯(记者
张超 ) “力争用1-2年成为

聊城名校，3-5年成为鲁西北名
校，5-10年成为山东乃至全国
具影响力的品牌教育名校。”9
日，东昌中学北校区开学，崭新
的校舍，先进的办学理念带给
市民耳目一新的感觉。

自5月份动工建设以来，不
足百天时间，原本空旷的荒草
地上一座崭新的教学主楼拔地
而起。随着首批学生入驻，东昌
中学北校区正式步入教研、督
导、政教于一体的正轨。伴随着

课堂内琅琅读书声，一座五层
教学主楼占据记者视野，宽敞
教室与校舍隔窗相望，多媒体
授课带给学生全新视听感受，
窗明几净的餐厅、热气腾腾的
水房让整个校区倍感温馨。

东昌中学北校区设在亚太
农都项目创业路东段、周公路
以北。新建校区规划总占地
7.8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12
万平方米，一期建设2.5万平方
米，其中小学规划有36个班，初
中规划有36个班。全部建成后
将成为配套设施完善的新学

校，规划有餐厅、操场、宿舍、篮
球场、排球场、乒乓球场等。

据了解，该校是一所设施
完备的寄宿制学校，采用小班
额教学，落实小班化教育理念，
关注学生和谐发展，旨在提升
学生生命质量。小班额教学有
利于因材施教，让学生更多地
参与课堂活动和展示自己，教
师可通过多样教育教学方式，
使每位学生的潜能和个性得到
最大发展。

学校将以“追求办学高品
位，打造育人精品牌”为目标，

由聊城三中选派优秀教师团队
管理执教。老师因材施教，启发
式教学、学生探究式学习。引进
国际理念，改革课堂模式，实施
翻转课堂，提高课堂效率，学生
全面发展，保证高效课堂。

聊城三中与山东通亚集
团于2014年1月17日签订协议，
在亚太农都建设小学、初中
部，自消息发布之日起，就引
起各方广泛关注，项目自2014
年5月份正式动工，9月9日竣
工开课，整个落成时间不足一
百天，创造了一个办校奇迹。

头条链接

四区教育资源

逐步实现均衡

长久以来，优质教育资源
基本上位于老城区，主要集中
在聊城一中片区、北顺小学、三
中片区。而坐拥环湖和学区等
双重优势的地块更是成为市民
争相热捧的区域。

随着城市圈际的不断外延
以及聊城“一城四区”区域规划
的确定，各片区也优先将教育
资源融入到片区之中，随着各
片区内教育资源的不断完善，
学 区 房 的 优 势 将 呈 现 遍 地 开
花，而随之四片区的教育资源
也在得到不断均衡。

2013年以来，经济技术开发
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北
水 城 旅 游 度 假 区 都 规 划 有 学
校，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配备
对于各区域的均衡发展有着积
极的促进作用。

优质学校的入驻将彻底打
破 目 前 聊 城 教 育 资 源 分 布 格
局，填补了高新区基础教育无
名校的遗憾，满足周边社区居
民子女教育需求，一时间备受
市民关注，随之，各区开始争相
牵手优势教育资源。伴随片区
发展，教育同步跟进的发展模
式不仅解决了片区内子女求学
的难题，了却市民心事，更成为
促进区域发展，投资价值提升
的利器，优势教育资源的均衡
分流，对各片区的协同发展起
到促进作用。

目前，城北片区除阿尔卡
迪亚社区规划有知名幼儿园、
小学外，还没有其他基础优质
教育资源。对于城北物流园区
来说，仅西侧分布有一所聊城
七中分校博雅中学。基础教育
资源在城区高架桥以北的区域
明显短缺。教育资源配套的短
缺，使得附近商铺经营者和居
民的孩子上学成为一大难题。
现阶段，随着城北地块东昌中
学北校区的正式开课，教育配
套得以升级完善，实现区划内
孩子从小学到初中的一站式教
育，免去家长接送孩子的奔波
之苦，同时也为孩子提供惬意
的学习环境。

同时，基础教育资源也在
不断均衡。目前，经济开发区、
高新区、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
都规划有学校，实现片区内孩
子上学的一站式教育，填补了
片区内教育资源的空缺。

“环保知识小课堂”走进军王屯小学

学学生生倡倡导导环环保保，，远远离离资资源源浪浪费费
本报聊城9月10日讯(记者

李军 ) “我们要节约用电，
手机充满了就要拔掉插头，其
他用电物品也要这样。我们要
节约用水，洗菜的水可用来冲
马桶。我们要节约用纸，因为
纸是用树木来做的。”四年级
小学生赵建希写下环保宣言。

9日上午，“环保知识小课
堂 ”走 进 军 王 屯 小 学 ，作 为
2014安利环保嘉年华(聊城站)
活动之一，安利志愿者和聊城
义工联志愿者给小学生们上
了一堂生动的环保教育课，倡
导绿色生活，传递绿色理念，
推动生态文明。课上，向学生
介绍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重
要性，要求孩子们从身边点滴
做起，崇尚环保行为，充分认
识珍惜保护资源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树立节约环保意识。

课上，孩子们积极回答
环保问题，安利志愿者为小
朋友发放环保小礼物。还为

每一位小学生发放2014安利
环保嘉年华(聊城站)入场卷，
可和家人一起参与十三项环
保小游戏。

2014安利环保嘉年华(聊
城站)9月13日至14日在聊城
人民广场举行，安利环保嘉
年华是全国首创“环保互动
教育主题乐园”，以家庭为单
位互动参与，亲身体验环保
理念，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和安利 (中国 )日用品有限
公司共同开展的大型环保活
动，融“互动性”环保体验与

“知识型”嘉年华为一体。项
目创立的意义不仅是从概念
上拓宽了环境保护“知亦难，
行更难”的传统教育瓶颈，且
可在此基础上，使环保宣传
效率大幅提高。2014年环保嘉
年华主题为“改变世界的 24
小时”。

环保嘉年华活动总计发
放5000张入场卷，每张可带三

人(即一家人)入场，凭入场卷
参与游戏获取游戏章，集齐5
枚及 5枚以上黄色印章加一
个绿色印章即可兑奖,每张票
只能兑奖1次，园区面向公众
开放，但无票不参与抽奖。据
介绍,因为活动主要针对儿童,

主办方特别在每个区设置了
遮阳伞以方便家长就近休息,

百余名安利志愿者将在现
场为游客提供服务。有趣的游
戏、丰厚的奖品都在等着您,赶
快行动 ,全家一起过个欢乐时
尚的“环保周末”吧。

“环保知识小课堂”走进军王屯小学。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帮帮帮帮团团””周周六六走走进进育育新新苑苑小小区区
本报聊城9月10日讯(记者

郭庆文 王瑞超) “我家卫
生间吸顶灯坏了，弄了几次没
弄好，帮办能不能帮修理下？”
中秋刚过，家住领秀城的范先
生就拨打本报帮办热线反映。
为满足市民需求，本周六(9月
13日)上午，本报“帮帮团”与您
相约育新苑小区 ,免费为社区
居民服务。届时,小区及周边小
区居民均可免费享受所有服务
项目。同时,本报放心食品直通
车将跟随“帮帮团”一同走进小
区,市民可前往选购。

本报“帮帮团”进社区活动

开展以来,受到读者广泛欢迎,
进社区贴心服务赢得市民点
赞,读者纷纷来电求助,一些爱
心单位和个人也陆续报名加入

“帮帮团”。
本期“帮帮团”公益服务项

目包括 :公立医院医生免费义
诊；拥有27年中医推拿经验的
郝树旺大夫现场推拿、按摩、针
灸等，并进行亚健康指导；李乐
章律师为社区居民讲解法律知
识、解答法律咨询，聊大化工学
院志愿者为60岁以上老人专业
清洗灶台；聊城市双拥志愿者
雷锋联盟的创始人倪西群及家

喻户晓的“活雷锋”——— 陈金
良，将一同前往社区进行正能
量普及与宣传。

此次本报放心食品直通车
也将“开”进小区，包括保真日
照绿茶、食用醋、甜面酱、临清
济美酱菜。“花最少的钱，买最
放心的食品。”本报与食品厂家
联合，保证价格最低、质量最
优。本报郑重承诺所有食品放
心保真、质优价廉,广大读者尽
可放心选购

温馨提示，活动时间为周
六上午，仅半天时间，希望大家
莫错过。另外，“帮帮团”依旧面

向社会公开吸纳爱心团体和爱
心师傅，如果您有一技之长，如
果您乐意奉献爱心，欢迎踊跃
加入我们的帮帮团队。

记者进社区,有事您说话。
齐鲁晚报“帮帮团”将尽我们的
力量 ,为广大社区居民解决生
活中大小麻烦事儿。只要您需
要,我们随时在身边。“帮帮团”
便民服务热线 :18365751796、
15106351701。

市民可乘坐235路公交车
到育新北街站下车即是；也可
乘坐到达市委的车辆，沿育新
北街南行约100米路西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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