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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个个村村生生源源划划至至济济阳阳街街道道小小学学
小学招生范围有变，二百货、机械厂片区重回实验小学

济阳街道小学

新添宿舍和餐厅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梁
越 通 讯 员 李 成 亮 刘 海
鹏） 为让学生接受更好的教
育，济阳街道小学利用暑假加
快宿舍、餐厅以及操场施工的
进度。8月初，宿舍、餐厅、操场
已全部完工，开学后将满足学
生吃、住、运动等需求。

25日下午，记者来到济阳街
道小学，发现教学楼南侧矗立
着一座崭新的宿舍楼和餐厅，
门前还新设有羽毛球、排球、乒
乓球等活动场地。往东望去，原
本泥土满地的操场也摇身变为
鲜亮的塑胶跑道。

“ 2 0天之前，宿舍、餐厅和
操场同时完工。学生们开学后
可以吃得放心、住得舒心、玩得
开心了。”济阳街道小学副校长
李成亮说，宿舍楼与餐厅合为
一体，一楼为餐厅，可容纳600人
同时就餐，二楼、三楼、四楼均
为宿舍，25个房间可容纳600人
住宿。

据李成亮介绍，宿舍设置
为8人间，且每个房间配有独立
卫生间。“除城区的学生外，其
他村子的学生因离家较远，回
家相当不便，均选择住宿。宿舍
楼的建成将大大保障孩子的安
全。”

此外，为让住宿生有秩序
地吃饭，济阳街道小学将采用
分餐制。“我们在每个餐桌上都
编好号码，工作人员提前将饭
菜分好，放学后直接让学生到
指定位置就餐。”李成亮说。

“如果食堂容量还有剩余，
届时也会向部分教职工开放。”
李成亮说，针对收费问题，目前
初步定为每位住宿学生每天10

元标准，早上配有牛奶鸡蛋，中
午以及晚上两菜（一荤一素）一
汤。

目前，宿舍、餐厅、操场相
关设施早已摆放完毕，下周五
开学后济阳街道中心小学600余
名学生可住上舒适的宿舍、吃
上放心的午餐。

200余教育干部

参加暑期培训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梁越
通讯员 王明国 高吉友）

26日，2015年济阳县教育干部暑
期培训班开班。据悉，本次培训
为期三天，参加人数总计200余
人。

26日早上7时40分许，2015年
济阳县教育干部暑期培训班在
济阳县进修学校开班，来自各乡
镇、学校总计200余人参加了培
训。据悉，本次培训内容包括专
家讲座、名校长经验介绍、领导
讲课等。

据济阳县教体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本次培训班旨在让教育
干部借鉴并学习各种教学经验，
通过交流找出自身问题以及解
决措施，更好地将教育办好。

两片区重回

实验小学学区

去年8月份，济阳县教育体
育局相关负责人曾称，2015年
起二百货片区、机械厂片区将
调整纳入实验小学招生范围，
而2014年为过渡期，共涉及30
余名学生，他们可自愿选择就
读学校，2015年起则完全按照
划片招生。

“今年两个片区的学生已
正式划为实验小学招生范围。”
济阳县实验小学相关负责人
称，七八年前二百货、机械厂片
区均属于实验小学招生范围，
后来由于学校面积有限，两片
区划为济阳县第二实验小学。

而2015年前第二实验小学
涉及济阳街道办稍门小学的生
源，招生压力较大。加之今年元
旦期间，济阳志远小学由实验
小学搬迁至原山东冶金技术学
院北校区，使得实验小学活动
空间变大，由此，今年二百货、
机械厂片区均重回实验小学招
生范围。

据实验小学相关负责人

称，由于老城改造逐步西移，该
校学生总数连续三四年出现递
减情况，每年递减约100人。“今
年由于两片区的重新回归以及
进城经商、务工子女就近入学
等原因，学生总数有所回升。”
目前，实验小学共有300余名新
生报名，一年级计划设置6个
班，比去年多出一个班。

约300名学生

暂就读济北小学

24日15时许，记者从济阳
县教体局门口看到上百人排队
给孩子报名，“我们都是澄波湖
1号小区的，前几天刚收到通知
可以给孩子来报名入学和转学
了。”市民王先生说。

根据王先生提供的《澄波
湖1号符合条件入学及转学所
需证件》显示，购房者持相关证
件可于24日下午到济北小学和
济阳十中报名入学，转学者需
到济阳县教体局一楼教育科报
名。

据悉，在去年招生会议上，
2015年省道248线以西的小学
招生和正安路以西的初中招生

均将纳入澄波湖学校招生范
围。可因一系列问题，今年9月
份澄波湖学校未能顺利招生，
由此，该片区小学生仍需到济
北小学就读，中学生则到济阳
十中就读。

“截至目前，澄波湖小区已
经报名的学生约有300名，待澄
波湖学校建成后，这部分学生
将转至该校就读。”济北小学相
关负责人说，加之进城务工子
女就近入学，一年级新生已有
1000余人，确实大大增加了学
校的压力。

而济阳十中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校划片范围为富群超市
以西以及棉纺厂以南，待澄波
湖学校建成招生后，正安路以
西的生源将划至澄波湖学校，
届时生源每年将减少两三百
人。

济阳街道小学

已有300新生报名

25日，记者在济阳街道中
心小学门口看到，一则招生通
知显示，本次招生范围为八里
管区和高楼管区村民子女，具

体涉及27个村，报名时间为24
日到25日。

“前几天我刚从大队得知，
今年本村的孩子得到济阳街道
中心小学就读，之前村内的孩
子一般去济阳县第二实验小
学。”高楼管区的高先生称。

济阳街道中心小学相关负
责人称，今年该校招生范围确
实有所变化，以前生源仅包括
八里管区6个村，如今八里管区
和高楼管区27个村生源均划至
该校，增加了21个村的生源，剩
余的王集管区仍属于第二实验
小学招生范围。

“由于今年济阳街道中心
小学新建宿舍以及餐厅，离家
较远的学生可选择住校。家长
不用再每天拿出时间接送学
生，也不用在附近租住房屋，家
长和学生方便了很多。”济阳街
道中心小学相关负责人说。

截至25日16时，济阳街道
中心小学已有300余名新生报
名，其中八里管区和高楼管区
报名新生120余人。“今年我们
学校计划在一年级原有3个班
的基础上，额外再增设3个班。”
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梁越

白天练舞蹈

晚上学吉他

“这个暑假我过得可充实
了，白天练习舞蹈，晚上学习吉
他。”小学五年级学生王晨说，
舞蹈和吉他是特别喜爱的项
目，平时上学较忙根本没时间
发展爱好。“暑假十分漫长，这
两个爱好都搞定了！”

王晨称，尽管舞蹈和吉
他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可自
己相当有成就感。“我学的拉
丁舞，现在可以熟练地跳好
多舞了，吉他也能弹七八首
歌曲了，准备开学后给同学

们展示一下。”
“暑假后我就升初三了，明

年面临中考，不能拿出大量时
间玩了。由于我英语成绩略差，
父母就给我报英语辅导班，趁
机弥补一下弱科，希望下学期
英语成绩有所提高，可以顺利
升入高中。”初中生李建说。

“为了弥补理科成绩，我每
天在家学习5个小时，将老师布
置的暑假作业好好做完，有不
会做的题目便问放假在家的姐
姐，其他时间则在家帮父母干
活，做饭、洗衣服等。”高一学生
刘静说。

参观清华北大

学生“瞬间长大”

中小学生过暑假的方式不
仅包括参加辅导班，还有外出
旅游。“我前几天参加了夏令
营，参观清华、北大等。原来清
华、北大是这个样的，太有吸引
力了！以后自己要好好学习，争
取考到清华、北大！”四年级学
生刘朔说。

“本次夏令营持续了五天，
孩子确实改变不少，不仅增强

了上进心，独立性也变强了。”
刘朔的父亲说，平时孩子的吃
穿住行一直依靠父母，而夏令
营这五天父母均不在身边，凡
事都得靠自己。“回家后孩子开
始自己洗衣服，感觉瞬间长大
了！”

刚刚中考完毕的魏军，
也利用暑假畅玩了一下。“前
段时间我和同学相约去青海
游玩，坐了三天火车才到达，
无聊时还和同学一起打牌、
自拍，一路上有说有笑，感觉
相当棒！”

“这个暑假一直和父母在
一起，很幸福！”即将升入大学
的小刘说，平时父母一直在北
京经商，一年见不了几次，自己
一直跟着爷爷奶奶。“这个暑
假，自己终于高中毕业了，也不
用担心学业忙碌，便跑到北京
和父母相聚。”

练了20多天的车

拿到心仪的驾照

暑假为期两个月，也是大
学生学车的最佳时期。“这个暑
假终于拿出本了！”就读于曲阜

师范大学的小侯说，7月12日暑
假开始，13日便投入紧张的科
二练习，27日科二顺利通过，28
日又开始科三练习，8月6日科
三又顺利考过，科四于11日考
过。

“拿到驾驶证的那一刻感
觉相当爽！”小侯说，20余天的
练车确实让自己相当疲惫，也
留下不少美好的回忆。“练车空
余时，我们学员一起打扑克、吃
西瓜。有一次碰到发传单的姐
姐，大家还要了好多单页一起
叠飞机，瞬间又回到了小时
候。”

此外，还有不少大学生趁
机打工，赚取生活费。“我弟弟
在青岛上学，暑假仅在家一周
时间，接着又回学校了。父母询
问时，他称暑假正值啤酒节，是
找兼职的好时机，自己可以趁
机赚取生活费。”市民王萌萌
说。

据王萌萌介绍，弟弟在青
岛干兼职一个月可赚近3000
元。“相当于弟弟3个月的生活
费。如此一来，可减轻一下父母
的负担。对此，父母也感觉相当
欣慰。”

看一看大中小学生的暑期“菜单”

跳跳舞舞旅旅游游学学车车，，花花样样暑暑假假乐乐趣趣多多
为期两个月的暑假

即将结束，学生假期是怎
么过的？不少学生参加了
书法、吉他、舞蹈等特长
班，还有一些学生趁机外
出旅游，放松心情。大学
生的暑假则以学车、打
工、考研为主。

临近开学，县城几所中
小学招生接近尾声。据悉，今
年县城各小学招生范围均有
不小的变化。二百货、机械厂
片区重回实验小学招生范
围，高楼管区21个村由第二
实验小学划到济阳街道中心
小学，澄波湖学校未建成，附
近小区子女继续划归济北小
学和济阳第十中学。

本报记者 梁越

24日下午，济阳县教体
局门口排起了办理转学的长
队。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济阳街道小学餐厅内已摆好
桌椅。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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