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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对于济宁教学仪器工作
者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埋头苦
干的一年，也是硕果累累的一年。

回顾2014，让人流连，使人振
奋，更摧人进取。在即将过去的一年
里，济宁教学仪器工作紧扣全市教
育改革发展大局，以实施中小学实
验室标准化建设为总抓手，以心理
辅导室建设试点为突破口，坚持

“建、管、配、用、培、考”六字方针，真
抓实干，锐意进取，团结拼搏，仪器
配备水平全面提升，新型实验室建
设步伐明显加快，业务比赛活动获3

个全省第一，市教学仪器站连续4次
荣获全国“争当小实验家”比赛优秀
组织奖等。

实验仪器配备水平整体提升。
一是率先在全省开展实验室建设规
范化学校创建活动。从2007年开始，
连续7年开展了实验室建设规范化
学校创建活动，制定了评选标准办
法，组建验收队伍。今年创成济宁市
第七批实验室规范化学校66所。目
前，全市已有531所中小学校被命名
为“济宁市实验室建设规范化学
校”。这项举措，加快了实验室标准
化建设步伐。二是启动心理辅导室
建设试点。对于成长中的学生，既要
身体健康，又要心理健康。作为全省

两个心理辅导室建设试点市之一，
积极争取政策，寻找资金支持，在任
城区、邹城市和部分市直学校开展
了心理辅导室建设试点工作，从省
财政厅协调试点启动资金50万元。
试点学校之一的济宁第十五中学把
校园文化与学生健康心理教育融合
在一起，建成了高标准的400m2的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济宁一中试点工
作也已列入2015年规划。三是新型
实验室建设步伐加快。加大投资力
度，重点打造心理辅导室、3D打印、
数字式探究、科学探究室、综合实践
室等新型实验室，全市新安装650多
口实验室，其中有新型实验室250

口、心理辅导室200多口。四是强化
中小学仪器设备质量管理。出台了

《关于加强全市中小学教学仪器设
备质量管理工作的意见》，进一步规
范中小学实验仪器设备采购，提高
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建立科学的
质量监督管理体系，树立质量意识，
进行安全隐患大检查，严防实验室
安全事故的发生。

实验教学工作强力推进。一是
开展了“争当小实验家”科学实验大
赛活动。已成功举办了5届。开办辅
导教师培训班，260多名教师参加了
培训。组织第五届“争当小实验家”

科学实验大赛决赛，全市有32支代
表队的96名选手参加了决赛。在天
津举办的全国“青少年走进科学世
界——— 科学实验嘉年华”展示交流
活动，我市取得了59金、10银、6铜的
骄人成绩(全国金奖总数为240个)，
在全国地级市中名列前茅，市教学
仪器站连续4次获全国优秀组织奖。
二是组织参加全国第三届幼儿园优
秀自制玩教具评选。重视自制玩教
具评选，注重提高教师的创新动手
能力。组织参加了山东省第三届幼
儿园优秀自制玩教具评选，33件作
品全部获奖，其中一等奖11件、二等
奖14件、三等奖8件。全市有5件作品
代表山东省参加全国比赛，选手们
不负众望，也全部获奖，其中3个一
等奖(全省7个一等奖)、1个二等奖、1

个三等奖，总成绩全省第一，山推幼
儿园的周霞老师荣获山东省唯一的

“全国自制玩教具能手”称号。三是
举办实验技能比赛。重视技能提升，
从2009年开始，率先在全省开展了
理科高中、初中、小学实验技能大
赛。今年，举办了第二届初中理科实
验技能比赛，聘请了济宁学院、市教
科院的专家担任评委，来自全市初
中14支代表队的98位选手参加了比
赛。有98名教师、学生分获物理、化

学、生物一、二、三奖。通过比赛，进
一步提高了初中师生的实验操作水
平。四是组织参加教育装备展示会。
为开阔视野，联合市勤俭处组织160

余人，赴临沂参加山东省2014年教
育装备博览会，参展人数创历史新
高。组织参加了全国第67届教育装
备展示会暨实验教学说课活动，济
宁一中杨艳老师参评的课件《报警
器大变脸》获全国一等奖(全省有2

个一等奖、1个三等奖)。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初

显成效。市教学仪器站全体党员职
工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市委
实施办法和市直教育系统指导方案
等精神，牢牢把握“照镜子、正衣冠、
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深刻剖
析“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召
开了专题民主生活会、党员组织生
活会，做到三个“坚持”：坚持领导带
头、层层示范；坚持正面教育为主、
教育与实践并重；坚持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注重从根本上解决突出
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实践成果、制度
成果和理论成果。欣喜地看到：党员
职工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工作的
主动性增强，服务质量有了明显改
进，遵守工作纪律的自觉性全面提
高，工作的执行力进一步提升，特别

在八小时外，办公室里有了更多的
脚步声和大家忙碌的身影，加班工
作的人多了，发牢骚工作懈怠的人
少了，责任心和主动性增强了，工作
质量和效率也随之提高了。

全市中小学实验教师全部免费
培训一遍。坚持“以市为主，上下联
动”的培训思路，联合市局教师教育
科，聘请省内外知名专家授课，有计
划有步骤地开展全市中小学实验教
师和校长培训。今年，成功举办了济
宁市首届中小学心理辅导室装备建
设与应用培训班，聘请北京师范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省心理学会、济
宁学院等6名省内外知名专家授课，
400多名中小学教育干部、心理辅导
教师参加了培训。截止目前，我市共
举办了15期各类实验室培训班，有
6000多人次受训，中小学实验教师
已全部轮训一遍。

回顾过去我们感到自豪，展望
未来，我们更加信心十足。在新的一
年里，济宁教学仪器工作将以饱满
的精神，昂扬的斗志，全力以赴，团
结拼搏，高点定位，争创一流，为济
宁教育均衡发展赢得更多的“点
赞”。

(通讯员 何大源)

盘点2014：

济济宁宁教教学学仪仪器器工工作作亮亮点点纷纷呈呈

为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
一体的教育体系，促进学校与家
庭的紧密合作，形成强大而有效
的教育合力。12月20日上午，任城
实验小学召开了“家校携手 共
育英才”小学生家长会。

会上，各班通过学生校园生
活的视频短片展示了学校丰富的
校园文化；在班级交流中，各班主
任介绍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
思想以及今后的工作重点，希望
在各方面得到家长的配合。各任
课教师介绍了学生在校的表现情
况，同时就如何正确引导孩子培
养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以及注
意安全等方面与家长进行了互动
交流。通过期中考试的分析，让家

长明白了自己孩子的努力方向。
老师们认真听取了家长对学校工
作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做了详细
的记录。与会的家长们也纷纷发
言，积极交流家教经验，并表示自
己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学校工作，
密切配合教师共同教育孩子的愿
望。最后，家长会在老师和家长们
的和谐交流中圆满结束。

本次会议的召开，增进了学
校、家庭之间的了解，增强了双方
的沟通和信任，使家长与学校、家
长与教师、父母与孩子、良师和益
友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有效形成
了学校、家长、社会教育之合力，为
学校下一步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通讯员 王兆勤)

广播体操是学校一道亮丽的
风景，也是学生们展示自我风采
的窗口；冬季跳绳是学生们喜欢
的一项体育项目，还是放飞梦想
的激情舞台。为了进一步推进冬
季阳光体育开展，展现学校素质
教育成果，增强学生组织纪律性
和集体荣誉感，展现学生的精神
风貌，12月17日下午，济宁市十五
中学西校区初一年级组织了一场
以 “舞动青春，激情飞扬”为主
题的广播体操和跳绳比赛。

比赛分两个环节，首先是第
九套广播体操，然后是在《小苹
果》的动听的旋律下舞动彩绳，整
齐跳跃。同学们随着轻松、欢快的
音乐，用整齐规范、有序流畅的动

作，展示着青春绚丽、活泼可爱的
精神风貌。整齐的方队，标准的动
作，抖擞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十五
中学生团结协作、自信自强、朝气
蓬勃的精神面貌，展示了学校学
生文明守纪、团结向上、积极进
取、快乐学习、健康成长的优良校
风。

此次比赛由四组评委从不同
角度给分，最后评出优胜奖。此项
活动是学校落实素质教育目标的
一个重要检测，又是一项阳光体
育活动，不仅强化了学生自我锻
炼意识，训练了学生心理素质，规
范了广播操动作，而且增强了班
级凝聚力。

(通讯员 刘镇)

近日，为期一月的济宁学院
附属高级中学“联帮教育”杯校园
足球联赛，经过6轮24场激烈角
逐，胜利落下帷幕。联赛为冠、亚、
季军，最有价值球员，最佳射手和
体育道德风尚运动队颁奖。

校园足球联赛，是在国家体
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开展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大好形势下
举行的，是全国亿万青少年学生
阳光体育运动的重要内容。活动
的举行旨在增强学生体质，培养
青少年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体

育精神，在青少年学生中普及足
球知识和技能，形成校园足球文
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多年来，济宁学院附属高级中
学认真贯彻“健康第一”的指导思
想，积极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建立
健全学生体育竞赛制度，营造学校
体育发展良好环境。校园足球是该
校传统运动项目，多次参加省市中
学生足球比赛，荣获山东省“体彩
杯”中小学足球联赛体育道德风尚
奖，济宁市“体彩杯”中小学足球联
赛第二名。 (通讯员 刘亚军)

任城实验小学

家校携手 共育英才

济宁学院附属高中

校园足球“火”起来

十五中举行

“舞动青春，激情飞扬”广播体操和跳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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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精彩一隅：

没有一个人望她，没有一个
人惦记她。她觉得自己被这些顾
爱名誉的混帐东西的轻视淹没
了，当初，他们牺牲了她，以后又
把她当作一件肮脏的废物似的扔
掉。于是她想起她那只满是美味
的提篮，那里面本来盛着两只胶
冻鲜明的子鸡，好些点心，好些梨
子和四瓶波尔多的名产红葡萄
酒，第一天通通被他们饕餮地吃
喝得干干净净。末后，她的愤慨如
同一根过度紧张的琴弦中断了似

的忽然下降了，她觉得自己快要
哭了。她使出了惊人的努力，镇定
了自己，如同孩子一般吞住自己
的呜咽，但是眼泪出来了，润湿了
她的眼睑边缘，不久两点热泪从
眼睛里往外流，慢慢地从颊部往
下落，好些流得更迅速一些的眼
泪又跟着来了，像一滴滴

从岩石当中滤出的水，有规
则地落到了她胸脯突出部分的曲
线上。她直挺挺地坐着，眼光是定
着不动的，脸色是严肃而且苍白
的，她一心希望不至于有人看见
她。不过伯爵夫人偏偏瞧出来了，

用一个手势通知了丈夫。他耸着
肩膀仿佛就是说：“您要怎么办，
这不是我的过错。”鸟夫人得胜似
的冷笑了一声，接着就低声慢气
地说：“她哭自己的耻辱。”

两个嬷嬷把剩下的香肠用一
张纸卷好了以后，又开始来祷告
了。这时候，戈尔弩兑正等着那四
个鸡蛋在胃囊里消化，他向对面
的长凳底下伸长着双腿，仰着身
子，叉着胳膊，如同一个人刚刚找
着一件很滑稽的玩意儿一般因此
微笑，末了他开始用口哨吹起了

《马赛曲》。

推荐理由：

莫泊桑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小人
物，有诺曼底狡猾的农民、慷慨的工匠、受欺
凌的妓女和女佣、小职员、小店主、小市民，
也有比市民还世俗的破落贵绅、富商、工厂
主，以及野心勃勃的政客。作品内容各色形
象的真实，以及描写手法的精妙是两个决定
性的因素。莫泊桑不主张以“奇遇”作为小说
的焦点，他始终坚持取材于平凡而真实的生
活，使读者感同身受。而写作技巧方面也以
精确为准则。依照福楼拜的谆谆教诲，绝不
浮夸和造作，力求选择那个惟一恰当的名
词、动词和形容词。他的短篇小说以巧妙的
构思，圆熟的结构，细腻生动的笔触深入贵
族与平民、阴暗与光明，至今读来仍觉趣味
盎然，发人深省。

约约稿稿启启事事

《齐鲁晚报·运河教育》是由济宁市教育局和《齐鲁晚报·今日运河》编辑部共同主办的教育专
刊，创刊于2013年12月31日，每周二与读者见面。

半年来，《齐鲁晚报·运河教育》致力于架起学校、师生及热心教育事业人士交流的桥梁，传递
教育新政，关注教育热点，传递教育正能量，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

现为进一步拓宽同广大读者交流的渠道，特向各界读者约稿：无论您是有关于教育的问题和
见解，还是对教育专刊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教育热线与我们联系。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齐鲁晚报·运河教育》期待各界人士踊跃来稿，探讨当前教育现
象，为济宁教育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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