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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中庄中学：

利用节假日
学消防知识

本报讯 为增强学生的消防安
全意识，沂源县中庄中学利用假期
给学生布置了一项特别的“家庭作
业”，将消防知识与家庭作业相结
合，让学生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里
都能时刻牢记防火安全的重要性。

据悉，在活动中，该校学生主动
邀请爸爸妈妈一起共同学习了“家
庭消防安全自查”、“家庭初期火灾
处置”、“家庭火灾逃生”、“家庭必要
的消防器材配备”等四个消防安全
的知识。填写了家庭消防安全自查
表，学生们对照消防安全自查的20

个选择题逐项进行家庭火灾隐患自
查；和父母一起模拟火灾发生初期，
火灾处置的场景，即快乐又能从中
学到大量的消防知识，还做了一回
小小设计师——— 根据各自家庭的情
况绘制了家庭逃生路线图。

此项活动，不仅仅对学生起到
了教育的作用，更是通过教育一个
学生，带动了一个家庭，使每一个学
生和家庭成员通过消防安全自查实
践活动，做到“两知两会”，使消防安
全教育走进每个同学的家庭。

(郭俊臣)

大学英语四级口语考试门槛降低，笔试500分就能报名参考

含含金金量量低低，，考考生生报报名名热热情情不不高高
近日，记者从市招办了解到，今年11月份即将举行的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简称CET-SET)的报名资格较之前有所降

低，CET4成绩降了50分，为500分及以上，CET6成绩为425分及以上就可报名。但从学生的反映来看，虽然门槛降低了，但报考
积极性并不大。

今年上大四的小李告诉记者，
由于自己学的是理工科，对四六级
的要求不是很高，班里的同学都是
只要达到合格线就行。

相比理工科的学生，国际贸易
专业的学生对英语口语能力的要
求更多些，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学
生，他们大多数表示知道有这个考

试，但不会去考。问及原因，不少学
生表示，由于山东只有济南、青岛、
威海这三个城市设有考点，为了考
口语还要搭上路费、住宿费，所以
大多数不愿去考。另外还有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外企承认这项考试的
并不多，所以不少学生认为考四六
级口语证书没有多大用处。

考点少，学生嫌远不去考

本报记者 谭文佳

本报讯 在伟大祖国65华诞来
临之际，沂源县南鲁山镇芝芳小学
举办了庆国庆唱红歌活动。这次活
动以爱国诗朗诵和唱红歌的形式来
展示了班级的整体风貌。充分展示
了师生的风采，培养学生的爱国主
义情感。 (郑术滨)

童心唱响满堂红

国庆红歌暖人心

据国际贸易专业的朱琳介绍，
他们专业多数学生都去考商务英
语考试(简称BEC)。据悉这是剑桥
系列考试中专为学习者提供的国
际商务英语资格证书考试，考察真
实工作环境中英语交流能力，被欧
洲乃至全球众多教育机构、企业认
可，将其作为入学考试或招聘录用
的英语语言水平要求。

考一次BEC费用要多少呢？朱

琳告诉记者，初级400元、中级500

元、高级600元。一般都从中级开始
考，过了中级可以挑战高级，所以
考下来至少也要1000多元。而四六
级英语口语考试考一次只需50元。
对此，朱琳表示她现在正集中精力
备战口译考试，而口译考试只需有
六级证书即可，并不需要口语正
式，所以她不会去额外花50元去考
六级口语。

宁可花1000元考国外的口语认证

四六级口语考试时间

为每年5月、11月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
级口语考试 (CET-SET)是
四、六级考核体系中的一
部分。全国大学英语四、六
级考试 ( C o l l e g e E n g l i s h
Test Band 4 and Band 6

简称“CET”)是教育部主
办的一项大规模标准化考
试，考核大学生英语能力
的全国统一考试。C ET自
1987年首次开考，目前已成
为全国最大规模的单科考
试，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

可，为提高高校英语教学
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
用人单位招聘的重要参考指
标之一。CET考试不仅包括
考核学生听力、阅读、写作和
翻译能力的笔试，还包括考
核考生口语能力的口试，即
CET-SET。

CET-SET于1999年开
始实施，2014年5月考试起，
CET-SET全部采用计算机
化考试形式，考试时间为
每年5月和11月。

山东理工大学英语老师表
示，四六级是目前国内大学生普
遍参加的英语考试，不少企业都
以此为招聘条件。但多数学生存
在只要合格就可以的心理去考
试，而对分数要求更高的口语考
试就很少有人问津。这次门槛下
调就可以让更多学生有机会参加

口语考试，有利于学生口语水平
的提高。但如何改变降低门槛报
名积极性仍不高的情况？这还需
要再提高四六级口语考试的认可
度和含金量，或让有四六级口语
证书的和只有四六级证书的含金
量区别开，这样报名考试的学生
自然就多了。

降低门槛有利于提高学生口语能力

淄博七中：

新新教教师师有有了了指指导导老老师师
本报讯 9月23日下午 ,

淄博七中为2014年参加工作
的 1 8名新教师举行拜师仪
式。

为促进2014年新进教师
的全面发展 ,学校专门制定
了《淄博七中新教师培养实
施方案》，确定培养目标和
具体措施。具体措施之一，
就是学校为每位新教师指
定了一名教学经验丰富、水
平高、工作能力强的骨干教

师为指导教师，结成对子。
在一学年的教育教学过程
中，骨干教师充分发挥“传、
帮、带”的作用，给新教师提
供具体有效的帮助和指导。

会上，指导教师代表介
绍了自己 1 0年的教育教学
经验，从教学常规和班级管
理工作等方面对新教师进
行了有针对性的指导。新教
师代表也在发言中表达了
自己尽快适应岗位要求，在

骨干教师的带动指导下，早
日成长为一名受学生欢迎
的合格教师的信心和决心。
级部负责人宣读新教师和
指导教师的职责。学校领导
就新教师培训工作提出了
要 求 ，对 新 教 师 寄 予 了 厚
望，要求骨干教师和新教师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教师节讲话重要精神，努
力争做“四有”好老师。

(李淑阔 )

警校携手

共话航模

近日，临淄区公安分局来到齐都花园小学，为同学们带来了
两架大型警用飞机模型。公安分局民警为同学们介绍了飞机的构
造、原理、操作等科学知识。之后同学们轮流近距离接触了这两架
飞机模型，有的同学向前来解说的民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同
学们求知的眼神里充满了渴望，民警耐心地一一进行了解答，并以
此激励同学们好好学习。 本报通讯员 窦艳云 摄影报道

加强基本功训练

提高自身素质
本报讯 沂源县三岔幼儿园为

提高教师自身教育教学能力，近期
开展了教师简笔画、舞蹈、说课演
课、现场写教案等教师基本功比赛
活动，参加比赛的老师根据指定的
主题在规定时间里作画、写教案，显
示出幼儿教师较强的基本功素质，
通过比赛，不仅提高了教师的自身
素质，更对进一步提升幼儿的保教
工作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

(黄丽娜)

芝芳小学：

推行一句话承诺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创先争

优活动的深入开展，近日，沂源县南
鲁山镇芝芳小学在党员中推行“一
句话承诺”。要求全体党员坚持实事
求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
结合各自岗位特点与实际，以实实
在在的一句话作出承诺，承诺的内
容要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和可
量化评价性。党员同志们表示，将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扎实
践诺。 (郑术滨)

相关链接

南鲁山免费培训

“电子农民”受欢迎

本报讯 沂源县南鲁山镇成
人教育学校，今年以来，紧密结合
本镇农村工作实际，有的放矢，免
费对46个村村民，分期分批进行电
脑培训4批521人，增强了农民的经
济意识，有利地促进了山区养殖、
种植、饲养、农产品深加工，民营企
业的发展。特别是果农利用掌握的
电脑、网络信息使销售额大幅提
升。果农毕德东利用网络发布了

“红富士千人采摘节”信息 ,短短几
天时间，就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3000多人次采摘，收入达4万多
元，比往年效益提升30%，并做了10

万斤苹果的订单。他逢人便讲：“是
上成人学校学会了电脑，才使我的
苹果有了更大的销路”。

(白玉宝 李岩 戴明珠)

本报讯 沂源县南鲁山镇中心
幼儿园在开学伊始，开展近一个月的
园本教学观摩研讨活动，及时研讨、
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问题及困惑，给
教师创造一个合作、交流、探究的平
台，提升教师教学水平?。教师在观摩
活动中通过创设情景、互动游戏、动
手操作等形式设计教学流程，借助饱
满的情绪回应，丰富的肢体语言，让
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充分凸显

《指南》中“从幼儿出发，以幼儿为
本”的教育理念与精神。 (刘云)

加强园本教研

提升保教水平

大学生在上听力课。(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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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禄坪小学：

扎实开展读书活动

本报讯 今年以来，沂源县东
里镇福禄坪小学紧密结合教学工作
实际和学生思想品德教育，有的放
矢，扎实开展读书活动。天天开放图
书阅览室，倡导学生读一本好书，写
一篇心得，使学生养成好读书、读好
书、好好读书，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而
且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让
学生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通过开展
读书活动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极大的
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学习热情、
并利用黑板报、宣传栏、诗歌朗诵会、
校刊等多种形式，使读书活动丰富多
彩，读名著、读名人格言、滋润学生心
田，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从小打好立志报国，建功立业
的思想基础，使学生精神面貌发生
了深刻变化，自觉学习蔚然成风，形
成了“比学赶帮超”的学习氛围。

(梅丙柱 高源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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