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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山东省教育书法家
协会鲁西南分会揭牌仪式在金乡县
星湖公园文渊阁举行。山东省教育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光宣读了《山
东省教育厅关于成立山东省教育书
法家协会鲁西南分会的批复函》，山
东省教育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积
众，金乡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管洪祥
为仪式揭牌，县政府副县长杨美兰
致欢迎辞，县政府党组成员、教体局
局长李英渠等领导出席活动，并观
看了书画作品展。

山东省教育书法家协会是我省
书法领域的重要机构，也是我省书
法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龙头和核心，
原鲁西南教育书法协会被正式纳入
山东省教育书法家协会管理，成为
山东省书协的直属机构，是省教育
书协对金乡及鲁西南地区的大力支
持。金乡县人杰地灵，县委、县政府

在重视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着力
提升文化软实力，现有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16人，山东省书法家协会
会员36人。金乡一中、金乡二中开设
了书法专业课程，并配备了充足的
专职书法教师，其中有多名老师系
中国书协会员。近几年，金乡县共
300余名书法专业的学生升入理想
高校深造，其中中国美术学院30余
人，中央美术学院20余人。同时，书
法的优势向周边辐射，多次举办包
括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在内的鲁西南
书画展，已成为鲁西南书法区域的
核心。山东省教育书法家协会鲁西
南分会成立，将为提升鲁西南地区
书法教育的品位和层次，全面整合
书法教育资源，推动鲁西南文化艺
术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起到积极
作用。

(通讯员 王超)

省省教教育育书书法法家家协协会会鲁鲁西西南南分分会会成成立立

为检测学生数学计算学习情
况，提高其计算能力和计算速度，
促使学生“准确、快速、科学、灵活”
地进行计算，济宁市北门里中心小
学举行了一至五年级数学计算能
力比赛。

本次比赛由学校教导处统一

组织，比赛形式全部为口算，试题
内容包括直接写得数和简便运算
两部分，一至五年级同时举行，限
时二十分钟。比赛铃声一响，比赛
现场霎时悄然无声，只听见“刷刷”
的书写声，同学们个个信心十足、
沉着冷静，他们或积极思考，或认

真演算，100道题很快就做完了，做
完后都能自觉检查验算。

此次活动既充分展现了全校
学生的计算功底，还涌现出了一
批优秀学生，使得数学老师对学
生计算能力的掌握有了充分的认
识，为合理调整下阶段的教学提

供科学依据。今后，学校将定期
举办系列数学竞赛活动，以营造
浓厚的数学学习氛围，拓展学生
解题思路与快速分析问题的能
力，全力提升学生的数学综合素
养与学科学习水平。

(通讯员 郭玮娜 潘若川)

北门里中心小学

举办“计算竞技 激发思维”数学计算能力比赛

为加快青年班主任的成长历
程，提升班级工作实效性，济宁学
院附属中学2014年“青年班主任工
作论坛”在校本部一楼会议室举
行，学校35周岁以下青年班主任老
师参加会议。

学校首席班主任程楠老师结

合自己20多年的班主任工作经历，
与青年班主任老师分享了自身成
长过程中经历的教育故事，交流了
成功经验，倡导青年班主任以敏锐
的眼光及时发现学生教育工作中
蕴含的契机，运用教育智慧教育好
每一位学生，创建和谐班集体。

青年班主任张金燕、刘加任、
江滕三位老师就外出学习的感悟、
班集体建设、师生交流、家校沟通
等话题交流了自己的做法。与会青
年班主任就学生管理中的一些热
门话题展开讨论，形成了“育人为
本，抓好细节，关注学生健康成长”

的共识，效果良好。
济宁学院附属中学党委副书

记姜炳让就提升青年班主任对学
校德育工作的价值认同和应对新
形势下复杂教育问题的能力提出
具体要求。

(通讯员 宋崇)

济宁学院附属中学

分享教育故事 做智慧型班主任
针对冬季学校安全事故多

发的特点，汶上县康驿一中积极
采取“四勤”联动机制，增强师生
安全防患意识，营造良好的教育
环境，打造平安和谐校园。

一勤讲。学校领导勤要求，
开会勤讲安全，全体师生树立安
全第一的思想，牢记学校安全无
小事的理念，坚守校园安全无隐
患的底线；班级安全主题班会常
开，班主任安全勤讲。二勤查。安
全隐患勤检查多督促严整改。学
校领导、后勤人员定期对校舍、
围墙、食堂、各功能室、水电、消
防设施等进行细致地排查，注重
细节，不留死角，一旦发现安全
隐患，立即整改。三勤动。校领导
勤动，勤安全巡视，多方查看是
否存在安全隐患；值班人员勤
看，严守值班制度，坚守值班岗
位；班主任多动，多到教室走动，
多深入学生中间，勤了解学生动
向，及时处理学生问题。四勤演
练。经常组织防震演练、防踩踏
演练、防火演练、自救逃生演练、
紧急疏散等安全演练，让师生熟
练掌握必要的避险方法。

据悉，汶上康驿一中一直以
来把保障校园安全作为工作的
重中之重，不断完善各种应急预
案，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力度，努
力杜绝校园不安全事故的发生。

(通讯员 刘福恩)

汶上康驿一中

“四勤”联动保安全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增强学
校教职工身体素质，培养健康合理
的教育教学方式，创造文明和谐的
校园环境，近日，山东省济宁市任
城区李营一中隆重举办了一场振
奋人心的教职工排球赛。

比赛场地设在李营一中新建
的风雨操场，由德高望重的刘星校
长主持开幕仪式，临场经验丰富的

副校长薛培军亲自督办与操作相
关事宜，共设六年级组、七年级组、
八年级组、九年级组以及后勤教辅
组，采用三局两胜制，第一二轮为
淘汰赛、第三轮为循环赛。

参赛队员均为各小组精心选
拔，他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虽不
是专业球员，但赛前都积极备战，
决心以最佳的水平和状态亮相于

赛场。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比赛中，
队员们凭借昔日里磨练出的成果，
巧妙地运用了挡球、单手接球、背
接球、侧面双手接球、跨步接球、正
面接球等不同手法，以娴熟精湛的
技巧，良好的精神面貌博得了在场
围观者的阵阵喝彩。最终比赛以八
年级组喜获第一名宣告结束。

赛后，校领导为所有的参与者

发放了纪念品，对教职工们完美的
团队合作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并鼓励全校教职工要以此为契机，
经常参与到体育健身运动中来，只
有在运动中，方能更好地诠释生命
之美，它可以将速度与优美体现到
极致，也将赋予人们无限的启示和
动力。

(通讯员 戴坤 薛培军)

济宁市任城区李营一中

体现速度与优美 赋予启示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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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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一隅：

终于小瞎子说话了：“干嘛咱们是瞎
子！”

“就因为咱们是瞎子。”老瞎子回答。
终于小瞎子又说：“我想睁开眼看看，

师父，我想睁开眼看看！”
哪怕就看一回。“你真那么想吗？”

“真想，真想——— ”
老瞎子把篝火拨得更旺些。
雪停了。铅灰色的天空中，太阳象一面

闪光的小镜子。鹞鹰在平稳地滑翔。
“那就弹你的琴弦，”老瞎子说，“一根

一根尽力地弹吧。”

“师父，您的药抓来了？”小瞎子如梦方
醒。

“记住，得真正是弹断的才成。”
“您已经看见了吗？师父，您现在看得

见了？”
小瞎子挣扎着起来，伸手去摸师父的

眼窝。老瞎子把他的手抓住。
“记住，得弹断一千二百根。”
“一千二？”
“把你的琴给我，我把这药方给你封在

琴槽里。”老瞎子现在才弄懂了他师父当年
对他说的话——— 咱的命就在这琴弦上。

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
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

“怎么是一千二，师父？”
“是一千二，我没弹够，我记成了一

千。”老瞎子想：这孩子再怎么弹吧，还能弹
断一千二百根？永远扯紧欢跳的琴弦，不必
去看那张无字的白纸……

这地方偏僻荒凉，群山不断。荒草丛中
随时会飞起一对山鸡，跳出一只野兔、狐
狸、或者其它小野兽。山谷中鹞鹰在盘旋。

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始：莽莽苍苍的群
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
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躜动，匆匆忙
忙，象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
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
谁……

推荐理由：

在这部书里，史铁生用残缺的身
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
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
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
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阅读史铁生的作品，是阅读他本
人。我再没见过第二个如此将自己融于
作品的人。阅读他的作品，是在进行一
项神圣的精神洗礼；而阅读他本人，那
是在接受一个人间奇迹。史铁生，让我

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他的理想世界。
作者为老瞎子和小瞎子设计了一个

人生的目标，可却又不让他们去实现。
因为实现，等于破灭。老瞎子找到药
方，发现只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才明白
师傅的良苦用心。可破灭，终究还是破
灭，它不可能回到从前，不可能再有以
前生活的热情，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怎么
让小瞎子坚强地活下去。他应该做到
了，因为小瞎子相信了。这时，老瞎子
才真的是“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
之静美”。

《命若琴弦》

作者：史铁生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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