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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支倩
倩） 你想“走出课堂、参与社
会、开拓视野、展示才能”吗?快
来齐鲁晚报小记者团报名吧!一
段新奇而又富有挑战的小记者
经历，可以让你以记者的视角打
开一个观察社会的窗口，可以用
记者这个全新的角色展示才华，
可以让小记者的这段经历成为
人生的一个美好的回忆。

齐鲁晚报《今日章丘》小记者
招募活动正式启动啦！以锻炼孩
子的写作能力、交往能力、自理能

力、活动能力，增强孩子的光荣感
和责任感为宗旨，现面向全市各
中小学校招募齐鲁晚报今日章丘
小记者，有志于新闻事业，热衷于
写作的孩子们，赶快来报名吧！

（一）招募范围：具有较强活
动能力、组织能力、口头表达能
力和写作能力，勤于观察、善于
思考，喜欢写作、绘画、摄影的6
到18周岁的章丘市各中小学在
校生，均可申请加入齐鲁晚报今
日章丘小记者团。报名者经审查
合格，即可成为齐鲁晚报《今日

章丘》小记者。小记者全年的活
动经费为200元,报名可赠送全年
齐鲁晚报一份(价值180元)。

（二）权利义务：
1 .聆听小记者团各类兴趣

爱好培训讲座。
2 .参加采风、参观、旅游、夏

/冬令营等活动。
3 .优先推荐参与本报组织

的各类摄影、作文等比赛。
4 .获得专业新闻指导，优秀

作文可见报刊登。
5 .齐鲁晚报今日章丘安排

记者、编辑定期对小记者进行写
作、摄影技巧等新闻知识培训，
切实提升中小学生的写作能力，
培养他们的新闻素养，带领他们
深入校园以外的生活，将素质教
育落到实处，为学生的成长履历
加分。

6 .可获得小记者专属记者
证。

7 .凡一次性报名100人以上
的学校,齐鲁晚报《今日章丘》将
在该校成立小记者站,小记者们
将会得到更多采访、参观、拓展、

培训等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
动的机会。

（三）报名形式：希望各学校
踊跃推荐。您可以通过以下三种
方式联系我们。邮箱qlwbjrzq@
163 .com、办公电话83322899、手
机13864006792。也可通过齐鲁
晚报今日章丘新浪/腾讯官微、
齐鲁晚报今日章丘微信报名。

共同的责任、共同的目标、共
同的愿望将我们紧紧相连。希望
齐鲁晚报《今日章丘》能够为孩子
们的健康成长贡献一份力量!

本报3月23日讯（通讯员
张超 高海辉） 3月22日是

“世界水日”，为了加强水情教
育，提高学生的水忧患意识，培
养爱水、惜水、节水和护水好习
惯，切实保护水资源，双山三涧
小学开展了“世界水日”节水系
列活动。

据悉，学校发出了“珍惜资
源，节约用水”的倡议书，要求
全体师生珍惜水、节约水。此外
还举办“珍惜资源，节约用水”
主题黑板报比赛，在课堂上向
学生介绍“世界水日”的来历、
节约用水方法，并号召学生把
节水活动倡议带给爸爸妈妈等
家人，通过小手拉大手，争取更
多的人加入到节水队伍中来。

水是生命之源，珍惜水，节
约水，保护水，是人类持续发展
的源泉。双山三涧小学的每一
位师生将从自己做起，节水护
水，共同创造和谐美好的生活。

双山三涧小学开展

“世界水日”教育活动

本报3月23日讯（通讯员
孙怀平） 近日，白云湖镇2015

年“万林·华瑞杯”中小学体育
节正式开幕，并得到了不少爱
心企业襄助。

“万林·华瑞杯”中小学体
育节开幕后，白云湖镇中小学
各代表队在节奏欢快的音乐声
中纷纷登台表演，赢得了来宾
和师生的交口称赞。

本届体育节是对白云湖镇
中小学体育工作的一次大展示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次大检
阅。运动健儿努力发扬“更快、
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秉承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优良
传统，充分展示白云学子的风
采。

爱心企业襄助

白云湖体育节

“平民校长”张生太用爱温暖鼓励每位学生

坚坚持持六六年年在在校校门门口口迎迎送送学学生生

走出课堂 参与社会 开拓视野 展示才能

齐齐鲁鲁晚晚报报小小记记者者开开始始招招募募啦啦！！

张生太正在为过生日的学生戴生日帽。

“同学，你早！”“可以过
马路了，注意安全。”每天早
上，当学生们背着书包走进
东山小学大门时，校长张生
太总会浅浅一笑，微微点
头，亲切地给每位同学打招
呼。自学校2009年成立以
来，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寒
冬酷暑，张生太除了外出开
会学习，他每天都会准时在
校门口迎送学生，已有6个
年头，被学生和家长亲切地
称为最爱学生的“平民校
长”。

本报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曹延刚 魏方彬

六年坚持迎送学生

获网友点赞

3月23日，记者来到东山小
学门口看到，张生太不停地和学
生、家长、老师微笑招手，轻拍学
生脸庞，车多时就走到马路中间
疏散学生，叮嘱他们快速通过、
注意安全。“张校长，每天早上上
学、中午放学、下午上学、下午放
学，有孩子出入的地方都能看到
他执勤，天天如此，无论刮风下
雨，为这样的校长点赞！”一位送
孩子上学的家长表示。

据了解，东山小学从2009年
建校以来，张生太校长除了外出
开会学习，每天都会准时在校
门口迎接学生们。越是刮风下
雨、道路难行，越能见到张生太
和执勤老师们的身影。许多家
长都被张生太校长的行为感
动，纷纷在网上发帖称赞，帖子
先后被点击20余万次。

坚持做一件事，能坚持6年，
有几人能做到？最重要的是，张
生太校长6年如一日，每天清晨
对每一个孩子的微笑甚至是轻
抚面颊，让每一个孩子在此刻都
最大程度地感受到了平等、尊重
与喜悦，也相信每个孩子都会怀

着最美好的心情，去开始新的一
天的学习与生活。

40多个社团

每个孩子都可自由选择

为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
活，东山小学先后成立了合唱、
器乐、舞蹈、素描等40多个社团
供学生选择。2013年，张生太策划
成立了“日出东山小书画家协
会”，聘请老干部书画协会的会
员到学校授课，组织大型书画活
动，邀请我市书画名家为学生指
导，还成功举办了“每周一星”个
人书画展，为喜爱书法绘画的孩
子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展
示舞台。在此基础上，“小音乐家
协会”、“小作家协会”、“乒乓球俱
乐部”等协会和俱乐部也相继成
立，学生们有了更多发展兴趣爱
好的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样
的社团活动，为学生营造一个好
的环境，让他们能发现自己的优
点，认同自我，让自己的个性得
到绽放。”张生太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东山小学从
2009年寒假开始，就将学校图书
阅览室全面向学生开放了，每名
学生一次可借5本书，寒暑假还
可以把书借回家看。“几乎每名

学生一个月都能读5本书，一学
期可以读20本书左右。”张生太
校长告诉记者，他每学期都为学
生推荐书目，并定期举行读书
节、作文大赛等，以雾霾、交通、
诚信等社会热点为话题让学生
现场作文，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
能力。东山小学也因此曾获得

“全国百家书香校园”的美誉。
从教20多年来，张生太专心

扎根在校园，坚持“让师生快乐、
让教育精彩”的办学理念，以爱
与责任为核心价值观，赏识鼓励
每位师生，培养了一大批有品
质、有气质、有素质的好师生。

用爱的教育

温暖鼓励每位学生

为让每位学生在校感受到
学校大家庭的温馨，东山小学每
学期都举行学生生日“送温暖、
送祝福、送亲情”主题活动。只要
有时间，张生太都会亲自去班里
为学生送生日礼物，与孩子们一
起唱生日歌，收到校长祝福的孩
子都备受鼓舞。“今天张校长亲
自为我戴上了生日帽，和老师同
学们一起为我唱了生日歌，还给
我送上了学校特制的生日贺卡，
我真是太幸福了，这是我最开心

的一个生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个美好的时刻。”东山小学学
生徐思未告诉记者。

在每周升旗仪式上表彰的
学生事迹中，张生太都要对学生
进行表扬，并颁发奖状，以此鼓
励更多学生做好事、善事。“小事
凸显品质，习惯铸就德行。”在张
生太的眼中，所有学生都有优
点，只是需要老师一双发现的
眼睛。他坚持“爱与责任”的核
心价值观，在全校上下形成赏
识鼓励学生的氛围，让全体教
师都去关注身边学生的细小善
举。他自己也时刻留意身边的
学生，只要发现学生有值得表
扬的行为，他会毫不吝惜自己
的赞美。作为一校之长，张生太
深深扎根于师生中间，与师生共
成长，用一颗“大家长”的爱心温
暖鼓励着每位学生。

尊重每个孩子，尊重每个
孩子的独立人格和生命价值，
既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
必然归宿。让我们为“平民校
长”张生太点赞，也期待有更多
的校长能多一些人文关怀，能
平等、和善地尊重和爱每一个
孩子，能像张生太校长一样，通
过自己不同的方式，来善待每
一个孩子。

本报3月23日讯 (记者 支
倩倩) 谁是最有章丘教育印记
的“三有”师生?是坚守大山30年
的垛庄四角城教学点教师孟敏,

还是十几年如一日坚持写交心
笔记的水寨中学教师杨兴菊,抑
或是用渔竿智救六旬落水老太

太的清照小学12岁女孩韩绍文。
近年来,章丘教育系统培养造就
了一大批有品质、有气质、有素
质的优秀师生。

日前,本报联合章丘市教体
局共同启动“寻找最有章丘教育
印记的‘三有’师生”系列报道,无

论您是退而不休的“老兵”还是
扎根农村教育、坚守三尺讲台的
普通教师,抑或是喜欢和学生在
一起的“师徒”、“夫妻档”,只要
您为了学生的成长繁忙着、快
乐着,把扎根基层、教书育人作
为人生崇高的终身事业和远大理

想,肩负着职业的责任,寄托着自
己和学生的梦想,为教育事业发
展贡献一分力量,都可以大声告
诉我们,本报记者会在第一时间
真心聆听您的故事。通过一系
列报道,截至2015年年底,我们将
在一系列的人物事迹中,评选出

“最美少年”、“最美教师”、“最佳
校长”,来诠释最有章丘教育印记
的“三有”师生。

希望各学校踊跃推荐。您可
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邮箱qlwbjrzq@163 .com、办公电话:
83322899、手机:13864006792。

寻寻找找最最有有章章丘丘特特色色的的““三三有有””师师生生
本报联合教体局启动有品质、有气质、有素质师生评选

教育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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