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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
幼儿园组织了大班幼儿自行
车比赛。旨在提高幼儿的协调
性、灵活性及平衡性，培养幼
儿合作意识。 (唐本林)

为确保学生度过一个快乐、
健康、安全的暑假，日前，沂源三
中召开了安全教育家长会。要求
家长们加强暑假学生的安全教
育与监管。 （江秀德）

近日，聊城大学“建筑人”
调研实践队前往聊城市住建
局，就装配式建筑产业推进与
工程建设面临的问题进行了
调研。 （付燕 谭笑）

本报记者 陈伟
通讯员 赵常红 侯忠良

打铁还需自身硬，绣花要
得手绵巧。一直以来，张店十
中就把打造一支“理论水平
高、专业素质硬、科研能力强”
的教师队伍当做学校工作的
重中之重。该校教师不仅有着
铁石般的厚重教学理论基础，
还有着轻巧多样的教学经验和
创新能力。

据悉，该校采取多项措施，
创建各种平台，充分发挥骨干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示范和引
领作用，促进了全校教师队伍
专业化发展及整体水平的提
高。

明确目标，分解任务

提高教师专业水平

在打造一流农村教师队伍
的过程中，该校首先明确任务，
落实管理，创建高效的保障体
系。该校根据《淄博市农村骨干
教师培训对象在岗实践研修方

案》要求，制定了《张店十中骨
干教师培训对象在岗实践研修
方案》，加强了对骨干教师在岗
实践研修工作的组织管理，明
确了在岗培训研修的目标任
务，加强了校本研修过程指导，
划拨专项研修经费，保障了骨
干教师在岗实践研修工作的顺
利进行。

确定目标，分解任务后，由
专家引领，骨干带动，该校指导
参训教师建立了实践研修学习
小组，并选出了组长，每位教师
都成为研修学习、合作探究的
主体，在信息沟通、资源共享上
发挥优势，实践研修小组在教
研组内充分发挥骨干引领作
用。

通过不断学习，使教师专业
得到提高。该校为此还开展了教
师“读书·治学·育人”系列读书
活动，制定了《张店十中教师成
长读书工程实施方案》，先后投
资8万余元，购置了5000余册各类
纸质图书及电子图书、光盘等，
配备了教师专业素养阅读书目
和教师必备书架书目。

高效培训研修

促进教师能力提升

为提高骨干教师的教学水
平、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该校
分为三个主题三个阶段进行高
效高质量培训。“集中培训(第1-
3个月)；自修、实践、研究(第4-9
个月)；对开展“四个一”活动即

“读一本教育理论专著、完成一
项教育调研、出示一节示范课、
选择研究一项课题”进行评估、
交流(第10个月)”。让教师的潜力
和素养得到充分挖掘和提升。

此外，该校根据区教育局
转发的《关于转发淄博市农村
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网络远程
研修方案的通知》，全力支持教
师参加网络研修，并制定了张
店十中网络远程培训实施方
案，成立了领导小组和技术支
持小组，督促检查，创设条件，
为学员的学习提供可能的服务
和前期硬件设施的保障。

该校还要求校干积极参与
研修活动，进一步加强了蹲级

包组工作。校干深入到骨干教
师教学教研一线，组织参训教
师开展了理论学习、研讨交流、
示范课点评、教育调研、课题研
究等活动。督促了教师能力提
升的质量和速度。

与专家名师交流

拓展教师成长空间

张店十中充分利用市骨干
教师培训和在岗实践研修这个
教师专业发展平台，给教师学
习交流提供便捷的渠道，使教
师及时了解最新的教育教学信
息，与专家名师展开交流研讨，
发表自己对教育教学问题的见
解，丰富教师的精神生活，拓展
教师的成长空间，给教师全面
发展插上了有力的翅膀。

“今后，学校将进一步致力
于教师专业化发展，使教师在
专业化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自
我计划、自我总结、自我反思、
自我发展的能力，为学校教育
教学质量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
础。”张店十中领导如是说。

抓抓机机遇遇，，强强素素质质 创创建建一一流流农农村村教教师师队队伍伍
——— 淄博市张店区第十中学教育教学工作系列报道之二

高青三中创新举措，扎实
深入开展暑期师德教育。把师
德教育作为暑期研修和继续教
育的首要前提。把《中小学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山东省对违
规从事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责

任追究办法》等有关师德建设
的文件规章，作为暑期教师研
修和继续教育的首要环节。且
只有师德教育考查考试合格
后，方能进入下一步专业素养
和学科素养的研修学习，否则

“一票否决”。突出强化和充分
体现德才兼备，以德为首原则。

按照暑假不结束师德考核
不定档原则，把暑假师德状况，
作为平衡锁定教师年度师德考
核的动态砝码，达到师德建设

校内校外一致、学期假期一致、
人前人后一致、监督慎独一致
的目标要求，消除盲点、衔接空
挡、突出重点、强化关键，实现
师德建设的系统性、完整性、整
体性、一致性。 (张忠考)

高高青青三三中中深深入入开开展展暑暑期期师师德德教教育育

日前，在青岛大学举行的
第15届全国中小学NOC活动
中，鲁村中学王洁老师荣获班
主任信息化技能评优赛中学组
一等奖。据悉，此次比赛中全国
共有70名优秀教师入围决赛，
该校王洁老师《爸爸妈妈我想
对你说》，代表沂源县参赛，经
现场展评、研讨、专家点评，脱
颖而出，荣获全国一等奖。

(唐传成)

沂源县鲁村中学：

王洁老师获NOC一等奖

日前，
沂源县荆山
路小学把剪
纸列入实践
作业。据悉，
该校在实践
课程的开发
中注重传承
优秀传统文
化。并在传承
优秀文化的
同时提升学
生的动手操
作能力 ,为学
生美好人生
奠基搭桥。

刘成学
摄影报道

举办幼儿自行车比赛 召开暑假安全家长会 大学生暑期调研

沂源县石桥镇中心幼儿园：

暑期注重防汛工作

近日，皇城二中启动了“暑
假话感恩”活动，倡议学生在假
期中多做些感恩实践活动。为
妈妈献上一份份暖心的祝福，
帮爸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等。旨在教育孩子要拥有一颗
感恩的心。 （孙国秀）

临淄区皇城二中：

假期话感恩

日前，石桥镇中心幼儿园
成立了以园长为组长，全体教
师为成员的防汛抢险小组，所
有成员保持二十四小时信息
畅通。另外，还储备了足够的
沙石，编织袋，铁锹等抢险物
资。 (段良娟)

周村区城北中学：

跳绳队获“未来之星”

阳光体育比赛一等奖

日前，全国青少年“未来之
星”阳光体育大会山东分会场比
赛在曲阜落下帷幕，城北中学跳
绳队获2017年全国青少年“未来
之星”阳光体育大会山东分会场
比赛一等奖。据悉，全国青少年

“未来之星”阳光体育大会是目
前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青
少年大型综合性体育活动，旨在
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
享受阳光体育。 （王宝强）

幼小衔接教研活动

日前，沂源县振兴路幼儿
园大班教师与振兴路小学一
年级教师们就“如何更有效的
促进幼小衔接”工作展开了联
合教研活动。 （李欣）

日前，张店区中埠镇小学
开展“感恩”主题教育活动，同
学们在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走
进中埠镇敬老院，为老人送温
暖。 （宋慧）

开展“感恩”教育活动

临淄区皇城一中：

开展大家访活动

为更好地指导学生假期
家庭学习互助小组工作的开
展，日前，皇城一中教师开展
了大家访活动。家访中，教师
们汇报学生的在校情况、宣讲
学校工作、征询家长意见，并
就学生家庭学习互助小组更
好的运作方式进行了探讨。家
访活动促进了家庭与学校之
间的深层交流，促进了家校互
助育人。 （李波）

鲁山路幼儿园在为孩子
创设文明、整洁、优美的环境
的同时，把环保教育也纳入了
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孩子们
在潜移默化中不但了解了简
单的环保知识，环保意识也得
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张宗叶)

沂源县鲁山路幼儿园：

保护环境从小做起

高青县高城学区：

彻查民办教育培训机构

日前，高城学区组成民办教
育专项检查组，联合镇安监站、
管区等单位对全镇民办教育培
训机构进行了拉网式集中检
查，对3处非法办学机构下发

《民办教育培训停办通知书》，1
处非法办学机构予以取缔。并
对中小学在职教师是否组织、
要求学生参加校外有偿补课，或
者参与校外培训机构对学生有
偿补课，进行督查。（金术光）

临淄区桓公小学：

开展塑文明自我活动

为使学生养成讲文明礼
仪的习惯，日前，齐都镇桓公
小学开展了“从小事做起，塑
文明自我”活动。学校动员全
体学生积极行动起来，自觉学
习文明礼仪知识，自觉讲究文
明礼仪。 (孙志军)

临淄区敬仲中学：

暑假期间安保不放松

日前，敬仲中学开展了系列
假期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
作。一是落实责任，确保责任到
人。二是学校行政班子和保安人
员分片包干，巡查整治。三是明
确假期值班人员“人员到位、信
息畅通”的值班要求，确保各类
信息畅通。四是强化监督，学校
不定期组织学校领导、班主任、
任课教师组成巡查队进村入户
调查了解学生。 (王涛)

桓台县后刘中学：

教育创新项目不断推进

荆家镇后刘中学《创建基
于“作业盒子”的高效作业模
式》申报为2017年度教育创新县
级项目，这是该校教育创新实践
的重大成果。日前，该校召开该
项目推进会，旨在激发改革创新
活力。 （刘洪儒 许宝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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