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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校园建设，三花齐放异彩

济济阳阳实实验验中中学学打打造造德德育育品品牌牌

本报通讯员
王秀峰 王明国 冯翠翠
记者 梁越

学生管理，立德树人

为深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济阳县实验中学
进一步突出德育特色，打造特
色鲜明的德育品牌学校。坚持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大力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培养学生良好思想品德和健
全人格为根本，以促进学生形
成良好行为习惯为重点。

学校以“课程育人、文化育
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环境
育人”为工作统领，以培养学生
良好的行为习惯为学校德育工
作的切入点，建设和谐校园、文
明校园、阳光校园、书香校园，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实验中学以学生主体为主
体、全员参与、教师表率、辐射
家庭与社区，做到内容充实、形
式多样、鼓励创新、形成科学与
规范。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
用，做到课程育人。建设书香校
园，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做到文
化育人，开展德育活动，激活德
育主体，做到活动育人。发挥团

队职能，开展丰富实践活动，做
到实践育人。做好校园文化建
设，处处有德育，做到环境育
人；建立学校-家庭-社会育人
网络，做到协同育人。

革新观念，结对提升

学校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以
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坚持“低起
点、小步走、多互动、求高效”的
教学思路，追求简约课堂，提倡
有效教学，实现“本色”回归。以
转变课堂教学模式，引导学生
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为导
向，加强研究，极力打造高效课
堂。

该校思路为低起点、小步
走、多互动、求高效。模式为四

环互动模式即感悟教材、交流
展示、释疑拓展、应用提高。要
求为目标具体化、问题层次化、
巩固当堂化、知识要点化、情景
生活化。

过程分为三步即课前、课
中、课后）和四段，课中1152四
段模式即以5分钟为单位，按作
业评点（5分钟）、教师讲解（5分
钟）、互动展示（25分钟）、测评
反馈（10分钟）的时间分配比例
进行组织课堂教学。

根据年轻教师对教育教学
的要求，实验中学举行了以老
带新青年教师拜师结对子仪
式，师徒间互促互进，共同提
升。读书可以益人心智，怡人性
情，滋养人生，作为教师的我们
更应该多读书，充实我们的知

识与情感的储备。
该校于10月24日召开教师

读书活动启动仪式，校领导为
每位教师提供《刘金玉：高效课
堂八讲》《教学革命——— 蔡林森
与先学后教》两本教育教学著
作，相信在亦读亦思亦实践的
过程中，学校的教育教学会有
更高更远的发展。

书香校园，砥砺前行

书香校园的建设，能全面
提高教师和学生的综合素质，
扎扎实实地提高学校素质教育
的质量。在校园内营造一种“书
声朗朗，书香满校园”的良好氛
围，使阅读真正成为学生的自
觉行动和生活需要。通过开展

读书活动，引导师生一同参与
读书活动，营造良好的读书氛
围，推行阅读型班级，阅读型学
校。

学校图书室阅览室已基本
完备。分年级建立三个图书室，
装备不同深度、类型的图书以
满足三个年级不同层次的阅读
需求；在校园处宣传栏醒目的
位置张贴创建“书香校园”的宣
传画、警示语、并悬挂条幅。

实验中学的校领导用先进
的教育理念，行之有效的教育
措施，引领着实验中学的教师
们在积极进取、不断创新地研
究教学，学生们在溢满书香的
校园里畅谈理想并努力前行。
让我们齐心协力，创造属于我
们的辉煌。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
记为人民群众描绘了“新时代”
的宏伟蓝图，作为实行基础义
务教育的初级中学，学校要把
教育放在新时代中去思考，教师
肩负着民族责任、社会责任和育
人责任。十九大的使命，呼唤学
校以及教师要勇于担当，用理念
与智慧引领学校的未来。

今今冬冬农农村村学学生生不不再再寒寒冷冷

本报11月23日讯（记者
梁越 通讯员 王明国） 为
改善农村学校取暖条件，今年
济阳县教体局对各学校燃煤
锅炉进行了改造，全县23个学
校采用空气源和直热式电采
暖两种方式进行取暖。目前，
各学校已施工完毕，今冬学生
不再寒冷。

据悉，按照环保部要求，

今年济阳县教体局进行了燃
煤锅炉的改造，全县23个学校
采用空气源和直热式电采暖
两种方式进行取暖。分两期进
行，一期是教室和公寓，二期
为功能室，今年保证完成一期
工程。目前，各学校施工已完
毕，已经供暖，让学生在教室
里学习不再寒冷，享受有温度
的教育。

●为迎接济南市语委会
关于第六批市级语言文字规
范化示范校的检查，确保顺利
达标，近日，崔寨街道中学掀
起了以“讲普通话，创文明校
园”为口号的自查自纠活动。

（王明国）
●近日，曲堤镇中心小学

各班主任与留守儿童进行了
谈心活动，主动去关心其学习
和生活情况。 （王学强）

●近日，在全县教育系统
“强责任，转作风”演讲比赛
中，曲堤镇中心小学参赛选手
刘昭老师获全县第一名。

（冯晓声）
●近日，姜集小学组织全

体教师围绕如何提高课堂效
率进行了专题学习，结合“六
进式”模式进行专题研讨。

（李苏兰）
●21日，曲堤镇中学举办

消防安全教育科普活动，全体
学生认真听讲，让消防知识牢
记心中。 （郭娜）

●为进一步加强班主任
队伍建设，及时总结和推广班
级管理经验，三教小学召开了
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

（张继涛）
●为准确了解在校学生

的健康状况和生长发育情况，
近日，孙耿街道中学组织学生
进行体质健康体检。（刘敏）

●为充分发挥班级文化
育人功能，实验小学各班精心
打造班级文化，雪白的墙壁顿
时变得五彩缤纷、生机勃勃。

（刘琦）
●22日，兴隆街小学与舜

耕小学开展了以“基于核心素
养的课堂教学研究”为主题的

“校际牵手·共谋发展”活动。
（王娟）

本报11月23日讯（记者
梁越） 近日，这些地方要停
电。

11月24日7:00-18:00，10
千伏太东线停电，涉及范围：回
河镇单家村、呼家村、官庄村、
郑家村、大营子村、小营子村、
金营子村、淮里洼村及其附近8
家客户（咨询电话：84280086）。

11月24日7:00-18:30，10
千伏平太线停电，涉及范围：太
平镇孙店村、小王村、谢家村、
郝宅村、郭家村、南郭村及其附
近 1 0 家 客 户（ 咨 询 电 话 ：
84333077）。

11月24日7:00-18:30，10
千伏太淮线停电，涉及范围：回
河镇单家村、马营子村、卢家
村、淮里庄村、小淮里村及其附
近 6 家 客 户（ 咨 询 电 话 ：

84280086）。
11月25日8:00-17:30，6千

伏唐农线停电，涉及范围：垛石
镇唐庙北辛村、歇凉寺村、温桥
村、东屯村、西屯村、东太平村、
西太平村、后赵村、林家村、道
口村及其附近10家客户（咨询
电话：84353333）。

11月25日8:00-18:00，10
千伏柳桥线停电，涉及范围：垛
石镇中索村、江屯村、全福庄、
杨家村、田屯村、东索村、白杨
店村、西索村、舜丰饲料有限公
司及其附近36家客户（咨询电
话：84381016）。

11月25日8:00-19:00，10
千伏稍门线停电，涉及范围：济
阳街道徐家湾村、三官庙村、高
楼村、四学大米加工厂、宏达大
米加工厂、正华机械有限公司、

王集面粉厂、新阳家庭农场浩
正蔬菜专业合作社及其附近32
家客户（咨询电话：84221842）。

11月25日8:30-18:30，10千伏
新棉线停电，涉及范围：新市镇
政府、中心小学、李坊村、董家村、
韩坊村、艾小村、杨关村、大庄村、
春雨饲料场及其附近34家客户

（咨询电话：84310889）。
11月26日8:00-19:00，10千伏

镇北线停电，涉及范围：济阳街
道职业中专、洼里王村、官坊村、
小官庄村、马官寨村、马店村、赵
胡村、闫家村、粮食口村、种子公
司、润达清真食品有限公司、三
强化工公司、泰兴锻造有限公
司、天然气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欧亚德数控机械有限公司、振国
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及其附近51
家客户（咨询电话：84221842）。

这这些些地地方方近近日日要要停停电电，，看看有有家家吗吗

“嗒……”随着一声清脆
的声响，一团蓝色的火焰从
炉具上迅速蹿出，不到三分
钟，一盘新鲜的炒鸡蛋就热
腾腾地端上了餐桌。打开天
然气取暖壁挂炉，热水随即
流入暖气片，为冬天的住户
提供恒定的温暖。近日，孙耿
街道紫荆花园小区2 9 6户居

民正式通气点火，孙耿街道
正式迎来了管道天然气的清
洁能源新时代。

为推动清洁能源，清洁供
暖，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提高
孙耿街道居民的生活质量，
孙耿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积
极协调济南港华燃气公司，在
短短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天然

气管道铺设，目前，主管网已
覆盖整个街道驻地。紫荆花园
小区的正式通气，标志着孙耿
街道管道天然气这一工程真
正建设成为得民心、顺民意的
民生工程，极大改善辖区内能
源使用结构，提高居民生活水
平。

（房甜甜）

孙孙耿耿229966户户居居民民用用上上管管道道天天然然气气

葛教育资讯

县实验中学启动教师读书活动。 实验中学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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