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促进学生励志，健康成长，近日，
临淄一中借助影视作品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了《地球上的星
星》、《伴你高飞》等相关影片，班主任老
师结合本班学生实际，针对影片相关情
节，分析因由，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
做最优秀的自己。 （朱晓宁）

临淄区第一中学：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按照临淄区教育局关于认真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近日，临淄二中第一时间向全体教师发出
学习要求。倡导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走对路、扎实干，低
调务实、少说多干，敢于担当、积极作为，
更好地推进教育教学工作。（郑军）

临淄区第二中学

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

近日，敬仲一小开展“教学开放日”活
动。学校向每一名孩子的家长发出邀请
函，让家长走进校园，进入课堂，与自己的
孩子一起听课学习，观察孩子在校的学习
状态。同时该校对到校家长进行“学校满
意度”调查问卷，校长与家长进行交流，听
取、采纳家长提出的宝贵意见。 (刘丛)

临淄区敬仲一小：

开展教学开放日活动

日前，康平小学和金岭中心小学两
发展共同体结对学校，组织了同课异构
教研活动,取得良好效果。两校的语文、
数学教师全程参加了本次活动。评课交
流阶段两校领导、教师坦诚交流，畅所欲
言，达到了学校发展共同体同课异构促
进交流，共享资源的目的。 (陶磊)

临淄区康平小学：

开展学校发展共同体
教研活动

近日，张家坡中心学校小学部举行了
一次小学生作业展评活动，组织全校学生
参观、学习。目的从书写工整、格式标准、
页面整洁等方面来规范学生的作业，进一
步规范小学生的书写；从作业适量、定时
批改、及时讲评、等级加评语等方面来
促进教师的评改工作。 (王均升)

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

举行优秀作业展评活动

■ 教育简讯

临淄区召口小学：

课程自选超市正式开课
为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培养学

生的科学素养与创新意识，近日，凤凰镇
召口小学课程自选超市正式开课。课程
自选超市开设了艺术、体育、科技等三大
类11项课程，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自主选择。开课伊始，学生参与率达
到53%，面向全体师生开放。

（朱晓斌 郭伟）

冬季来临，黑里寨镇教育办公室通
过多形式强化师生安全意识，筑牢校园
平安网。宣传冬季常见传染病的主要症
状和预防措施，提高师生防范意识和健
康意识。形成全方位的安保防控体系，校
园安全巡逻制度落实到位，严格来客登
记制度，严禁非法人员进入校园。

(赵方明 周强)

高青县黑里寨教办：

构建平安校园

近日，齐都镇桓公小学开展争做
“四有”教师的师德演讲比赛活动。旨在进
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加强教师职业道
德教育，促进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本次演讲比赛的开展，深入贯彻落实了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提高了教
师的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 (王淑娥)

临淄区桓公小学：

开展做“四有”教师

师德演讲赛

近日，沂源三中开展了消防安全教
育活动。上好一堂消防课，通过课堂消防
教育，确保三年级以上学生要做到知道
火灾的危害性、知道如何报火警、会逃生
自救；组织一次灭火逃生演练，通过演练
使广大师生熟悉逃生线路，懂得逃生常
识，掌握逃生技巧，切实增强应急疏散组
织能力。 （江秀德 陈全叶）

沂源三中：

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活动

近日，黑旺中学举行了《论语》诵读比
赛活动，初一、初二级部的8个班级250多
名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据悉，该校大力
提倡国学诵读，要求学生每天在早读前15
分钟以及语文课前5分钟进行诵读。截止
到目前，学生们的国学诵读已有成效，为
使学生再接再厉，举行了本次比赛活动。

（张翠平）

淄川区黑旺中学：

举行《论语》诵读比赛

近日，荆家镇里仁中学组织全体教
职工开展了教师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大
讨论活动。主要从“爱国守法、爱岗敬
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
身学习”六个方面展开。旨在进一步加
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规范教师从教行
为，强化师德素养，树立教师队伍的良
好形象， （荣庆立 荆长征）

桓台县里仁中学：

开展师德行为规范大讨论

近日，沂源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小班
开展了家长读书沙龙活动。本次活动以
共读《窗边的小豆豆》为主题，在活动中
家长、老师交流教育观念，进行思想碰
撞。旨在统一教育思想，提升家长育儿水
平，实现家园一致，家园共育。（张欣）

沂源县第二实验幼儿园：

开展家长读书沙龙活动

近日，铝城一小举行了“我是小小赛
车手”遥控车比赛。本次比赛，每班选拔
了五名优秀选手参赛，主要考量小选手
们对遥控车的启动、速度、拐弯等技术的
掌握。旨在激发小学生的科技创新的兴
趣，提高学生的动手和创新能力，体验科
技竞技的魅力。 (陈倩)

张店区铝城一小：

举行遥控车比赛

近日，中国银行淄博
分行联合新航道共同举办
第七届国际教育展。本次
活动邀请到新航道资深留
学讲师，详细解读了家长
关注的美国、澳大利亚、英
国、加拿大留学攻略，海内
外名校聚集。

其间，招生官亲临揭
秘 名 校 招 生 录 取“ 潜 规
则”，50余位家长亲临教育
展现场，与专家面对面交

流，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
出国留学方案，使家长朋
友实现了零距离对话世界
名校。

为方便出国留学家长
的问题咨询，活动现场，中
国银行淄博分行通过与家
长建立出国留学金融服务
微信群的方式，提供了美
加、欧洲、英国、日韩、澳洲
五大留学服务群，家长除
了可以通过微信群与中行

留学专家进行互动外，还
可以在群里与其他家长进
行互动，了解报考院校、留
学国家的相关情况。

中国银行新航道第七
届国际教育展的成功举
办，为淄博广大具有出国
意向的市民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真正实现了孩子留
学，家长放心的一站式服
务。

(李健)

中中国国银银行行淄淄博博分分行行
成成功功举举办办新新航航道道出出国国留留学学展展

本报12月21日讯(记者 樊
舒瑜) 2017年1月中旬，由本报
联合全国23家主流媒体教育专
刊统筹策划，邀请全国24省(区)
24所名校组编的《名校名师名
卷·2017全国24省(区)24名校高
考模拟试卷与提分要诀》(简称

《名校名师名卷》)，将由陕西师
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面市。目
前，已收到全省60多所学校的学
生和家长的预订。

据统计，2016年高考《名校
名师名卷》与2016年全国卷真题
试题具有很高的相似度。例如，
2016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与

全国Ⅰ卷文科数学相似题型总
计111分，相似度高达74%。全国
卷数学理科试题Ⅰ卷有97分，Ⅱ
卷有89分试题与2016年高考《名
校名师名卷》中试题相似，相似
度分别达到64%和59%。

《名校名师名卷》参与主编
的多家名校在全国享有盛誉，
如：河北衡水中学，2016年考入
北大、清华的人数均超过139人，
全国第一。

《名校名师名卷》每科由12
套试题组成，12套试题邀请24
省(区)每地1所最知名中学选
派各科名师分别参与命题，每

套试题由参编教师做针对性的
重点、难点解析。丛书全国统一
零售价为：语文44 . 5元/册；数
学(文科)49 . 5元/册；数学(理
科)49 . 5元/册；英语44 . 5元/
册，文综59 . 5元/册，理综59 . 5
元/册。文科和理科每套4科4
册，198元/套。

《名校名师名卷》具体预订
方式：统一售价：198元/套，预计
将于2017年1月中旬正式出版。

咨询预订电话：0 5 3 3—
3 1 5 9 0 1 5 ( 上 班 时 间 拨 打 ) 、
13176560728。

地址：张店人民西路16号。

全全国国2244省省区区名名师师为为考考生生““预预测测””高高考考
2017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已接受全省60多所中学学生预订

本报讯 12月13日至16
日，淄博市高新区金融办组织
辖区内山东头等文化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亚华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齐林电子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等11家在新
三板、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企业赴上海学习，助力企业借
力资本更快更好发展。

学习期间，他们先后参
观、拜访了万家基金、华虹计
通、红星美凯龙旗舰店、鼎锋
资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单
位。企业家们通过实地参观
与现场交流，围绕着宏观经
济、投融资、并购、重组等不
同话题展开热烈讨论，受益
匪浅。

淄淄博博高高新新区区组组织织挂挂牌牌企企业业赴赴沪沪学学习习
助力企业借力资本更快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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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术下的教学过程中，教学资
源库的建设和共享显得尤为重要，临淄区
齐都镇中心小学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建设
云技术下的教学资源库，助推学校信息化
教学改革再上一个新台阶。

一是自制：该校成立了信息科,选派技
术骨干主持相关工作,成立微课程工作室，
购进录音、录像设备，为教师录制教学资
源提供方便。二是订购：该校订购了一套
教学资源软件和数字化图书系统，不断
充实教学资源库。三是下载：该校利用中
央远程教育网络系统，从国家远程教育
公共服务平台下载相关资源，充实资源
库。四是共享：根据教学进度和学科特点
建立校园教学资源库，通过云盘实现全校
共享,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充实。五是利
用：通过校园网和学校教学平台，做到师
生教学资源共享，不断提高学校的数字化
教学水平。 (赵强)

齐都镇中心小学：

五措施建设云技术下的

教学资源库

近日，皇城一中举行教师硬笔书法
比赛，全校教师参加。比赛分为粉笔字
和钢笔字两部分，分项评判。活动提高
了评价的透明度，方便教师及时了解自
己的强项和不足，有利于教师弥补缺
漏，快速提高。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举办硬笔书法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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