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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康城“百米长卷童画江南”
比赛今日圆满落幕！本次盛世康城

“百米长卷童画江南”活动特邀中国
当代青年画家殷一龙出席现场指导
儿童绘画。百名儿童、百米画卷、齐
绘百米水墨江南。

活动在上午9点半开始，获奖奖
品丰富，高档自行车、电烤箱、电子
琴、毛绒玩具、学习文具、书包等着
获奖选手啦！比赛时间一小时，孩子
们都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共同描
绘美好的画卷。虽然今天天气比较阴
沉，但是小编在比赛现场时感觉，充
满活力的孩子们让整个氛围烘托的
很热烈。比赛现场，未来的画家们都
认真的在画卷上画出自己想象中的
江南。有个小姑娘虽然只有9岁，荷花
画的却是惟妙惟肖。现场还穿插了
茶艺表演，让整个活动现场有一种
浓郁的茶艺氛围。我们的小画家们
还上台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盛世康城位于张店区植物园南
1000米，世纪路西侧，玉龙河源头，
南部城区的核心地段，定位为“新杭
派江南风情生活城”，是张店南部城
区第一盘。

项目地址：张店世纪路与昌国路
路口南500米路西(植物园南1000米)

盛世康城“百米长卷

童画江南”比赛圆满落幕

近年来，临淄区教育中心不断
加强成功文化建设，引领教师立足
岗位，发挥潜能，实现自身价值。同
时学校以人为本，加强人文关怀，改
善教师办公条件，为教师提供各种
学习机会，丰富教职工的业余生活，
美化校园环境，努力营造积极向上、
团结合作、幸福和谐的工作氛围，提
高教师的幸福指数，让学校成为教
师的精神家园。 (益学芹)

为了提高教师的身体素质，丰
富教师的业余生活，20日下午，临
淄区教育中心工会举办了教职工
全民健身冬季长跑比赛。60余名教
师参加了此次长跑健身活动。比赛
按处室与男女分四组举行。老师们
你追我赶，争当先锋。学校也将以
此次长跑比赛为契机，把教师的各
种健身运动纳入常态化管理，保障
教师身体健康。 (朱新玉)

近年来，临淄区教育中心贴近市
场，主动探寻市场需求，为企业进行
全员素质提升培训，开启了校企合作
新途径，培训内容包含安全教育、岗
位技能提高、团队精神培养等诸多方
面，企业“打包式”员工素质提升培
训，不仅是企业安全生产的一道保
障，也提升了企业全体职工的素质，
为企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目前，多
家企业与学校签约。 (王新田)

为了进一步搞好校园文化建
设，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充分发
挥环境育人的独特功能，康平小
学根据学校校园特点，精心设计、
布置了四大主题文化长廊，即节
日文化长廊、齐国历史人物长廊、
中外著名科学家长廊、当代英模
长廊。“文化长廊”的建设，与学校
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相结合，
与专题德育活动相融合，图文并
茂，融艺术性与文化性为一体，既
有传统的文化底蕴，又有浓郁的
时代气息。“文化长廊”为师生创造
了优美、温馨的校园文化环境，提
升了学校办学品位，让校园成为
一本打开的书，师生每天浸润其
中，促进了师生的健康成长。

节日文化长廊——— 丰富了
节日文化教育内涵

“节日文化长廊”布置在教
学楼内，18个节日文化专栏分别
安装在三层教学楼每个教室外
走廊墙壁上。分“中华民族传统
节日”和“中外纪念性节日”两个
专题。介绍了春节、端午节、清明
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几乎所有
中华传统节日，以及国庆节、教
师节、世界环境日、世界无烟日、
世界地球日、国际残疾人日等中
外纪念性节日。利用精美的图片

和活泼的文字对每个节日的由
来、传说、文化意义等做了生动
的说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各种重要节日、纪念日,蕴藏着
宝贵的德育资源,节日文化中的传
统美德在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凝聚力和感召力。设立节日文化长
廊，是康平小学多年来坚持节日文
化教育的举措之一。为了发挥节日
文化的教育功能，康平小学自2010

年上半年开始开展了富有特色的
节日文化教育。他们营造节日教育
文化氛围，建立了节日文化教育长
廊；编制节日教育校本课程，每月
上一次节日教育课；组织学生积极
参加节日教育活动，为学生推荐相
关的资料、网站；每学年编一部节
日教育文化剧进行演出。通过节日
文化教育，学生不但能掌握了各节
日的时间，还能了解节日产生的背
景，在参加节日教育活动的同时受
到良好的教育，使中华民族的传统
节日代代相传。他们根据节日文化
教育需要，由校长牵头编写了节日
文化校本教材。在省、市课程资源
评选中，康平小学编著的《节日文
化校本课读本》分别获得二等奖、
一等奖。

齐国历史人物长廊——— 让
齐文化教育更具体形象

齐国历史人物长廊设立在学
校操场东侧，自南向北顺次排列。
展示了管仲、晏婴、孙武、齐桓公、
田忌等几十位赫赫有名的齐国历
史人物。有他们的头像，有关于他
们的简介、故事、典故、成语等。孩
子们走在长廊前面仿佛进入了色
彩斑斓的齐国历史画卷中。

设立齐国历史人物长廊是
康平小学进行齐文化校本课程
开发与实施的举措之一。康平小
学坐落在历史文化名城临淄，这
里得天独厚的齐文化资源丰富，
齐国历史人物像一颗颗耀眼的
明星，穿越古今。如何充分挖掘
和利用这些教育资源，成为学校
校本课程开发的一个课题。经充
分研究论证，他们根据小学生的
年龄和心理特点，齐文化教育从
了解齐国历史人物入手，精彩的
典故和生动的故事，特别吸引孩
子们。他们适时将齐文化引进了
班会及思品课，并在每学期末进
行齐国历史剧展演，使孩子们在
齐文化的滋养中健康成长。

当代英模长廊和中外科学
家长廊——— 让德育润物无声

在教学楼门厅东西两面设
立有“当代英模长廊”。一幅幅展
板，展示了普通、平凡、伟大的当

代英模人物。如“伟大的共产主
义战士”雷锋；“辛苦我一个，方
便千万家”的徐虎；“新时代的技
术工人”许振超；“爱心使者，雷
锋传人”郭明义；“公交行业标
兵”李素丽；“宁肯一人脏，换来
万家净”的时传祥等。专栏上有
他们的事迹介绍，有他们的名言
警句。他们是师生学习的楷模。
当代英模长廊中的人物成为各
班班会进行主题德育的首先内
容，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中外著名科学家长廊”设在
操场西侧，南北向一字排开。展示
了李四光、钱学森、李政道、爱因斯
坦、居里夫人等十几位中外做出
巨大贡献的科学家的事迹。科学
家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坚强的
意志品质感染、教育着每一个孩
子，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棵追
求理想，不怕艰辛的种子。

长廊文化是康平小学校园文
化建设的一个侧面。目前，学校正
集思广益，设计建设富有康平特
色的足球文化长廊。根据学校实
际，化繁为简，建设系列文化长廊，
让文化长廊滋养师生心灵，体现

“润物细无声”的教育魅力是康平
小学近几年校园文化建设的目标
和追求。 (董兆俭)

近日，康平小学举行了“童心
向党唱红歌”歌咏比赛。

虽然深秋凉意渐浓，但是顾校
长的开幕致辞，点燃了700余名学生
的热情。全体少先队员们在火红的
队旗下高声宣誓：准备着！为共产
主义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红星
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共
产 儿 童 团 歌 》、《 歌 唱 二 小 放 牛
郎》……同学们用激情洋溢的歌声
再现了红色经典的不朽诗魂，在红
歌的海洋中回想和感受历史的记
忆，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向少先队员
的节日献礼。全体师生在催人奋进
的音乐时空中渡过了一个红色而
又令人难忘的节日。 (赵洪吉)

为进一步探索高效的教学
课堂，近日，康平小学与大武小
学进行了数学“同课异构”活
动。本次活动以“探讨教学模
式，展示教学风格，打造高效课
堂 ”为 目 的 ，遵 照“ 确 定 课
题——— 同课异构——— 互动评
课——— 总结反思”四个流程进
行。参加本次活动的有两所学
校的分管副校长，教导主任以
及数学教师。

此次教研活动由康平小学
张继霞老师和大武小学孙新刚
两位老师同台献艺，让听课的
老师们看到了不同的教师对同
一教材内容的不同处理方法。
两位老师的课各有精彩，他们
创设别致的情境导入课题，激
发学生学习欲望。在展示探究
环节中，老师们都能让学生充
分思考，大胆交流，教师及时点
评、提炼总结。在反馈矫正环节

中，所选练习针对性较强，能照
顾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
两位老师的课堂诙谐幽默，高
潮迭起，让听课老师们对《测量
不规则物体的体积》这一类内
容教学课怎样教学更加有效提
供了很好的借鉴。

课后，与会老师围绕这两
节课的教学如何有效开展进行
了深入而热烈的研讨，研讨气
氛非常融洽。 (陶磊)

康平小学：

举行“童心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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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升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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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新途径

———“打包式”培训

临淄区教育中心：

举行教师
冬季长跑比赛

探讨教学模式，展示教学风格，打造高效课堂
——— —— 康平小学与辛店大武进行数学“同课异构”活动

让让校校园园成成为为一一本本打打开开的的书书
——— 临淄区康平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侧记

市市政政府府办办公公厅厅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分分工工调调整整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李超） 近日，淄博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市政府办公厅领导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根据工作需要，确定对市

政府办公厅领导成员工作分工进行适当调整并公布。

董云波同志 协助周连华市长工作;主持市政府办公厅全面工作;分管市政府办公厅人事、财务、市民投诉、政府督查工作。

刘新胜同志
协助董云波同志分管市政府办公厅工作；负责市政府办公厅日常工作；分管市政府办公厅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市政
府驻外机构、市政府办公厅内部督查、会务、接待工作；分管市政府办公厅综合科、人事科工作。

王克海同志 协助杨洪涛副市长工作；协助分管市政府办公厅财务工作；分管市政府办公厅财务科工作。

王庆生同志 负责市政府办公厅内部督查工作。

王锡良同志 协助王可杰副市长工作；主持淄博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工作。

霍自国同志 协助李灿玉副市长工作。

闫桂新同志 主持市政府研究室工作；分管市政府综合文字工作;分管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一科工作。

王希森同志 协助李树民副市长工作。

崔兴岩同志 主持市政府办公厅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工作。

田茂庚同志 主持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工作。

杜德俊同志 主持市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

范桂君同志 协助庄鸣副市长工作。

荆波同志 主持市政府驻香港联络处工作。

周洪刚同志 协助刘东军副市长工作。

李向东同志 负责协调做好市公共信息、电子政务、智慧城市建设推进等方面工作；分管市政府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工作。

张苍安同志 分管市政府办公厅车管科、市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赵博同志 协助张庆盈副市长工作；分管市政府办公厅老干科、市直机关第二幼儿园、市直机关第三幼儿园工作。

高燕同志 负责市政府督查室工作。

翟国梁同志 分管市政府办公厅文秘科、信息科工作。

许方忠同志 分管市政府办公厅机关党建（纪律检查）、精神文明建设、维护稳定、结对帮扶工作;分管办公厅机关党委、工会工作。

刘建业同志 主持市油区工作办公室工作。

杜春雷同志 负责淄博新城区开发建设办公室相关工作。

春运火车票

今日网上起售

本报11月25日讯，(见习记者 李洋) 26日，一年一度轰轰烈烈的春运“抢票战”正式开始。业内人士估
计，明年1月列车运行“调图”后列车开行数量大增，加之今年售票服务更加便民，或将迎来网络抢票最激烈
的一年。

记者从铁路总公司了解，11月26日起，2016年春运火车票就可以订购了。12月10日可买到除夕即2016年2

月7日当晚火车票，12月11日可以购买大年初一也就是2月8日的火车票。另外，铁道部门提醒：除夕前6天将
是订票高峰。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电话预售期60天;车站窗口、代售点、自动售票机预售期58天。春运增开列
车自12月16日起开始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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