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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23日召开的全市高中教
育教学工作高考总结会议获悉，今
年金乡县高考工作再获新突破，应
届本科录取率居全市第3位，并有3

名考生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录
取，同时在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就
读的学生达到40余名；2014年春季
高考创历史最好成绩，本科上线人
数列全市第二，实现了高考工作的
新跨越。金乡县教体局再次荣获
“高中教育教学工作先进单位”，
金乡一中获得“高中教育教学工作
先进学校”，金乡二中获得“高中
教育教学工作进步学校”，金乡县
职业中专作春季高考书面经验介
绍。金乡县政府党组成员、教体局
局长李英渠代表金乡教体局作了题
为《锐意创新促发展 科学管理求
质量》的经验介绍，也是全市14个
县(市、区)唯一的以县局为主体的
综合典型发言。

近年来，金乡县不断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完善工作机制，以教育科
研课题为引领，抢抓机遇，工作统
筹，促进了全县教育教学工作水平
快速提升。坚持“优选高配”教研队
伍，实行公推公选，把业务能力强、
政治素养高的教师选拔到教研员岗
位上来，形成了“县——— 镇——— 校”
为主体的三级教研网络机构。创新
学校教职工“积分制”考核工作，统
一制定了《金乡县教职工全员“积分
制”考核工作指导意见》，积分结果
作为绩效工资发放、评优树先、岗位
聘任、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着力营
造“一线为本、实绩至上”的管理机
制。本着“问题即课题”的原则，引导
广大教师聚焦制约教育教学质量提
高的“小问题”，收获教育教学质量
的“大提高”，提出《提高县域教育教
学质量的途径与方法》的综合课题，
实行教学、教科研互动式研究，通过
行政推动、教研机制、教学评价和提
高高中、初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六

条主线分线作战，务求实效。面对家
长和社会“重普轻职”的传统观念和
国家实施技术技能人才单独高考的
机遇，确定了“职普融通，突破春季
高考”的发展思路。职业中专与高中
学校联合，充分利用各自学科、专业
优势，引导鼓励学生参加春季高考。
树立“一年高考，三年备考”理念，统
筹安排三个年级的师资和资源，抓
教学常规的落实、抓奖惩制度的兑
现。统筹培优补弱工作，组建名师团
队，设立学科门诊，针对学生实际情
况，以学定教，“对症下药”，确保名
校有突破，上线人数有保障。每年举
行高初中互访活动，组织高中优秀
教师和管理干部到全县初中学校做
报告，各初中学校一线教师到高中
学校参观学习，实现了学段的“无缝
对接”。

站在新起点，再创新辉煌。下步
工作中，金乡县教体局将在上级部
门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

持下，继续解放思想，加大工作力
度，更新教育理念，创新工作思路，
深化教育改革，规范学校管理，提升

办学水平，努力实现全县教育发展
的新跨越，打造社会满意的教育。

（通讯员 王超 孟庆丰）

为有效降低流行疾病的
发病率，保障广大学生健康成
长，连日来，化雨镇中心校为
全镇中小学学生免费查体，惠
及全镇中小学及幼儿园4700

余人，受到了学生的一致欢
迎。

检查中，医务人员向学生
发放了《传染病防治手册》、

《儿童中医保健》等宣传材料，
介绍了医疗保健知识，耐心解
答各种疑问，并讲解了在日常
生活中锻炼身体的小窍门，提
醒广大学生提高保健意识，引
导他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以
旺盛的精力更好的投身到学
习和生活中。本次体检还为每
位学生建立了健康档案，为他

们今后的疾病预防及医疗保
健打下了基础。

据了解，此项学生免费健
康查体以后将每年举行一次，
既有效的保障了广大学生的
身心健康，又让他们切身感受
到了社会各界的真切关怀，得
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通讯员 王超 郭振）

金金乡乡县县高高中中教教育育教教学学工工作作再再上上新新台台阶阶

金乡县政府党组成员、教体局局长李英渠做典型发言

金金乡乡县县化化雨雨镇镇中中小小学学学学生生免免费费查查体体

为打造高效课堂，践行
“精致”教学理念，提升学
校师资队伍的整体教学水
平，传授骨干教师成功的教
学经验和长处，增强教学研
讨交流的氛围，济宁市北门
里中心小学举行了骨干教师
示范引领课和参评区级教学
能手热身课活动。

参与骨干教师示范课的
共有八名教师，涉及语文、

数学、品生品社、音乐多学
科，其中既有获“运河名
师”称号的青年教师，也有
学科教学能手和市区级优质
课执教者，八位骨干教师精
心设计教学程序，巧妙创设
问题情境，时时以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为出发
点，使学生在顺利掌握学科
知识点的同时强化了创新、
求异等能力的养成，课堂气

氛民主、和谐。
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

是北门小学一以贯之的常规
工作，而课堂教学的引领是
促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简洁
有效的方式，此次活动不仅
展现了骨干教师个人教学风
采，也为其他学科教师提供
了一次观摩、学习、提高的
机会，是一次鲜活、生动的
校本培训。(通讯员 吕林林)

9月22--26日，济宁市任
城实险小学五年级全体师生
欢聚山青世界，参加2014年第
十九期山东省中小学生济宁
基地综合实践活动。

活动期间，该校师生在基
地教官的引领下，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军事训练、蛋糕制作、
小木工制作、沙雕艺术、红十
字急救、实用绳结、攀岩崖降

等生动有趣的综合实践活动。
同学们体验到了离开学校和
家庭后的全新生活方式，学习
与自然和谐相处，学会与他人
和睦共处，并在综合实践活动
中磨练意志，锻炼体能，挑战
自我，熔炼团队，获得自身素
质的全面提升。每位同学都将
践行着山青精神：亲近阳光，
亲历风雨，做更勇敢的自己！

五天的集体生活和综合
实践体验让学生们难以忘怀。
在自主参与开放式的综合应
用实践活动中，不仅提高了学
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提
高了动手动脑的能力和综合
实践水平，而且培养了他们的
争先创优的竞争意识和协作
共进的团队精神。

(通讯员 王兆勤)

近日，鱼山镇中心小学向
全体就餐师生发出了“文明就
餐，从我做起”的倡议书，号召
大家与文明握手，与陋习告
别，吃出文明的修养，吃出安
全、理性、健康的生活方式！

倡议书要求全体师生从
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遵守
餐桌礼仪，礼貌用餐、礼让他
人，遵守秩序，爱护用餐环境，

谈吐文雅，不吵闹、不喧哗。二
是讲究科学饮食，注重营养，
追求健康，不暴饮暴食，摒弃
不良饮食陋习。三是坚持合理
消费，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点
餐适量，剩菜打包，不求奢华，
不讲排场。四是推广餐桌文明
礼仪，倡导节约用餐行为，提
升行业服务品位，营造文明节
约的良好社会风气。

相信通过开展此次文明
餐桌行动，一定会将学校文明
用餐引向深入，从而引领学生
立即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
现在做起，做到“合理饮食、文
明用餐、注重礼仪、避免浪
费”，与文明同行，养成文明用
餐的良好习惯，更好地做文明
人，更多地做文明事。

(通讯员 李国锋)

《论语》
出版社：中华书局

推荐理由：

《论语》是承载孔子思想

的重要典籍，9月28日是孔子诞

辰 2 5 6 5周年，不忘历史才能开

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

新，在这样的日子里让我们重

温先贤智慧，让经典浸润五彩

人生。孔子思想以立身为出发

点，而人能立身于世的首要条

件就是具有“君子”人格。君

子具备仁爱之心，自重自律；

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积极进

取，德才兼备；孜孜于学，注

重实践；安贫乐道，谨守正义

等等；始终坚守人之间的相处

之道，遵从不同的伦理关系，

构建着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和

社会环境。这本书以权威版本

为底本，约请张燕婴作了晓畅

通俗的白话翻译。文白对照，

并以对开的方式排版，以为读

者提供阅读最方便的文本。

精彩一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
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
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
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
于行。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

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
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
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
求，从吾所好。”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
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
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
能恶人。”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
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金乡县鱼山镇中心小学

开展“文明餐桌行动”

任城实险小学

五年级学生到山青世界参加综合实践活动

北门小学

举行骨干教师示范课活动

为喜迎祖国母亲65华诞，
激发小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
乡的美好情感，在国庆节到来
之际，金乡县实验小学举行了

“祖国在我心中”百米长卷书
画展示活动。

活动中，孩子们有的画
水粉，有的画国画，有的写

书法，有的用蜡笔、油画棒
描绘，他们用自己纯朴的童
心和稚嫩的小手，在百米画
卷上尽情描绘自己心中的梦
想——— 中国梦，勾勒出一幅
幅活泼可爱的图画，把对祖
国的无限热爱倾注在百米长
卷，表达了孩子们一个个美

好心愿。
本次活动，为学生提供了

展现自我的平台，培养了自主
创新和团队合作意识，促进了
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同时，
激发了学生对艺术的兴趣，营
造了浓厚的校园艺术氛围。

(通讯员 王超 胡珠峰)

金金乡乡县县实实验验小小学学百百米米长长卷卷绘绘画画庆庆国国庆庆叶艳红
山 阳

书 院 特 聘
画 师 、 金
乡 县 职 业
中 专 美 术
教 师 ， 中
国 画 院 画
师 ， 中 国
画 院 一 级
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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