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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级级三三好好学学生生优优秀秀学学生生干干部部公公示示
233名学生评为“三好”，235名学生评为“优秀学生干部”

本报泰安12月22日讯(记者
白雪) 近日，经市、县教育局

审核，拟确定任箬筠等233名同
学为市级三好学生、王欣等235
名同学为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现
在教育局官方网站公示。

根据《泰安市教育局办公室
关于做好普通高中优秀学生、三
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推
荐 工 作 的 通 知 》( 泰 教 办 发

〔2014〕66号)精神，经学校层层
评选推荐公示，市、县教育局审

核，拟确定任箬筠等233名同学
为市级三好学生、王欣等235名
同学为市级优秀学生干部。

在泰安市教育局网站，公布
了获评的学生姓名、学校、注册
学号、年级班级。

公示期为2014年12月19
日—12月23日。如有异议，请向
市教育局反映。电话：6991354、
6 9 9 1 1 4 3 ，邮 箱 ：j j k 7 0 0 6 @
126 .com。

本报泰安12月22日讯
(记者 白雪 ) 12月12日
下午，小学部与泰安市龅
牙兔儿童情商乐园一道特
邀天津南开大学王哓楠女
士在学校西报告厅举办了
一次专家报告会，一、二年
级全体学生家长、三年级
天接班学生家长参加了这
次专家报告会。

王女士围绕“如何培
养儿童的目标管理观念与
技巧”，和家长们分享了自
己独特的育人见解和思
路，不时和家长们互动，引
导家长掌握如何建立目标
以及实现目标的模型，在

目标制定的过程中，首先
了解什么是SMART原则
(聪明的目标)，了解“机器
猫的魔法棒”——— 分步骤
实现目标，然后是实现目
标所需要的能力，如自律，
尝试，选择，责任以及对待
失败的正确态度。

王女士的报告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通过鲜活的
案例向家长们解决了孩子
教育过程中的一些困惑，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家长
们一致认为，本次报告受
益匪浅，对孩子以后的教
育会有很大的帮助。

12月22日上午，在二楼报告厅召开
了初中部全体教师会议，会议由初中部
主任彭焕强主持，教育处主任彭永春，教
学处主任别华伟，初中部全体教师参加
了会议。

会上，彭永春主任对近期学部班级
管理的情况进行了通报，并对各班元旦
的联欢活动进行了安排。接下来，彭焕强
主任传达了关于2015年高考改革的相关
情况，对近期学部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回
顾，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安排布署并提
出了相关要求。临近期末，彭主任要求大
家高度重视，加强管理，牢固树立安全防
范意识，增强落实安全工作的责任感，扎
实严谨的做好学部的各项常规工作。

关注高考动态
扎实严谨推进

泰泰山山中中学学小小学学部部举举办办家家庭庭教教育育专专家家报报告告会会

本报泰安12月22日讯
(记者 白雪) 为进一步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思
维能力，推动围棋活动的普
及开展，为学习围棋的少儿
提供一个展示才艺的平台，
选拔优秀选手代表我校参加
泰安市围棋比赛，2014年12
月19日，仓库路学校隆重举
行了学校第一届围棋比赛，
全校共有44名学生参赛。

19日14时，比赛正式开
始，赛场内小棋手们展开了
激烈“厮杀”。别看他们都是
小学生，但举手投足均有大
家风范。大家沉着应战，各展
棋艺，颇有几分大师风范。他
们在赛场上表现出的顽强让
人钦佩，让人看到，被誉为

“国粹”的围棋运动，在今天
的儿童身上仍然有巨大的魅
力。

本次学校围棋比赛是仓
库路学校在少儿素质教育方
面的一项重要改革探索。学
校把棋类活动与教学引进校
园，给学生们搭建一个展示
智慧的舞台，把棋类活动由
个人的兴趣爱好推向全面普
及，进而更加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既
陶冶情操、培养品德，又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

为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
建设，大力弘扬当代教师爱
岗敬业、严谨笃学、默默耕
耘、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引
领广大教师切实增强教书育
人、为人师表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12月19日下午，三里学
校举行以“爱岗敬业做幸福
教师”为主题的演讲比赛，通
过层层选拔，共10名教师参
加了比赛。

老师们或联系自己教育
教学的经历畅谈职业感受；
或围绕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方
面讲述自我的道德追求，从
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讲
述了对岗位的热爱、对学生
的关心和对事业的无私奉
献。

比赛现场气氛活跃，掌
声不断，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带给评委及观众的不仅是一
次视听盛宴，更是一次深刻
的思想升华。

(通讯员 尹逊勇)

仓库路学校
学生比围棋

三里学校
教师赛演讲

本报今日起为小记
者开设《生日祝福》栏
目，每期刊登当周(每周
二至下周一 )过生日的
小记者名单，并为他们
送上祝福。

如果你是齐鲁晚报
的小记者，家长可在小
记者生日一周前，把照
片和家长对他的祝福发
送到本报邮箱330447994
@qq .com，请用附件的
形式发送邮箱并标注好
小记者编号和出生日
期。

最近，泰山中学小
学部的小记者李一诺要
过生日了，祝她七周岁
快乐，此外，小记者陈佳
泽 1 7日刚刚度过了生
日，首先祝他生日快乐，
他的妈妈希望他平安、
健康、快乐每一天。

生日祝福

为民服务的119

今天天气晴朗，我早早乘车来到泰安市
消防中心参观。

在消防中心后院，看到许多锻炼身体的
器械：单杠、双杠、秋千、爬绳……我发现了
一个新奇的东西，它全身绿绿的，有六层楼
高，听爸爸说那是模拟楼房，消防队员模拟
救火时室外爬楼训练，我们爬上去，哇！真高
啊！

来到消防中心前院，有六辆红白相间颜
色的消防车一字排开，真醒目，真威武，真气
派！一位消防员叔叔来了，做我们的教官，他
自我介绍叫胡振。

首先介绍第一辆消防车：化学事故救援
洗消车，它进入化工厂灭火后，给人员进行
洗涤消毒，以免将有毒物质带出火场形成二
次污染；第二辆消防车：泡沫消防车，教官
说：“这辆车是城市主战消防车，因为车身
小，适合比较狭窄的老旧小区，它可以载3吨
水，泡沫与水比例是1:3，所以救火效率十分
高；第三辆消防车：高喷消防车，主要救高楼
大厦，高度可以射16米；第四辆消防车：排烟
消防车，主要用于地下商场、车库的排烟换
气；第五辆消防车：叫“千手观音”消防车，有
22个注水口，16个出水口，可以供多个消防水
带用水；最后一辆：抢险救援消防车，里面有
许多救援武器，如无齿锯、破拆器等。

我们又观看了几位消防员叔叔的表演：
快速穿消防服，百米连接消防水带，爬杆，爬
楼……他们身手敏捷，勇敢，非常佩服他们。

通过这次参观学习，学到了不少消防知
识，正因为有这些消防员叔叔的无私奉献，
保护我们的生活安全。

文化路小学 李子超

东湖公园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它离
我们家很近，我从房间的窗户就能看到它。

大家都喜欢到东湖公园玩儿！那里一年
四季都有很多人去玩，有的人早晨去晨跑，有
的人打拳，还有很多的爷爷奶奶在公园里跳
舞。

春天，万物复苏，迎春花开了，湖水解冻
了，湖面像镜子那样碧绿，那样明亮。湖旁边
有很多花草树木。花儿，长出了像球似的花骨
朵；草儿，长出了嫩嫩的，翠绿的嫩芽；叶子，
从树枝里探出了头；公园里还有许多的花鸟
鱼虫。

夏天，柳树的枝叶已经长得很长了，微风
吹过，柳树好像在梳理自己美丽的头发，又好
像跳起了动人的舞蹈；荷花也开了，有白色
的，有红色的，还有粉红的和紫色的，它们立
在湖面上，就好像一个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
其它的花儿也不甘示弱，纷纷绽开了美丽的
笑脸。

秋天，远远望去，公园就像一个金色的田
野。树林中，看上去最年轻的是松柏，因为就
只有它不掉叶子还是绿色的。其它的树叶都
变黄了，纷纷像蝴蝶一样飘落下来，一阵风吹
过，带起一个个小旋涡，落下的枫叶随风飘
动，好像在做游戏。

冬天，雪花姐姐带着各种各样的雪花来
到人间，洒落下的雪花就像调皮的小精灵，在
天空中尽情玩耍。湖面上结冰了！透过冰，能
看到小鱼在湖水中捉迷藏。下雪了！地上积满
了白雪，好像给大地盖上了一层厚厚的被子，
小朋友踩到“被子”上，软软的。

听完了我介绍的东湖公园，你喜欢它吗？
泰安市第一实验学校 三年级 靳雨桐

美丽的东湖公园

●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市
学校重点体育项目的发展，不
断提高体育教师和教练员的
业务水平和执教能力，市教育
局和体育局于12月17日至19日
联合举办了全市中小学足球
项目体育教师和教练员培训
班。

培训班在岱岳区实验中
学举行，为期三天，共有70余
人参加，培训严格考勤，实行
一天两签到制度。原鲁能青年
队主教练、原山东女足主教练
娄序成老师作为主讲，为学员
讲授了足球项目的训练方法
及竞赛规则等知识。

●在刚刚结束的山东省
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竞赛中，泰
安市教育局荣获山东省科学
素质竞赛活动优秀组织奖。

●近日，泰山学院附属中
学充分利用泰安市教育云平
台，举办了基于“云平台”下的
电子书包课堂教学展示研讨
活动。活动邀请了市教育局基
础教研室全体初中教研员和
市教育局条件装备办公室、师
训科等有关专家参加。全体人
员一起观摩了电子书包教学
课堂展示，围绕基于“云平台”
下的电子书包课堂教学模式、
微课制作的技巧以及如何更
好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效
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近日，鹤山乡组织全体
机关干部为学校捐献爱心图
书，此次活动每人捐书都在10

本以上，共募集图书1600余册，
全部用于充实乡社区教育中

心图书馆。据悉，鹤山乡将在
全乡学校成立“颜子图书馆”，
统一冠名，邀请知名书法家题
写馆牌，利用各种媒体发布倡
议书，并大力进行宣传报道，
鼓励各种社会力量捐书助学。

●12月8日到18日，泰安
市对全市51处市级语言文字
规范化示范校(园)申报学校进
行了实地检查评估。评估组以
听汇报、查阅材料、查看现场、
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
对申报学校进行评估，并按评
估指标赋分。评估组先期准备
语言文字测试试题10套，座谈
提纲一个，发放问卷510份，座
谈师生300余人，对大力推广
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

（白雪）

教育资讯

陈佳泽

李一诺

小记者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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