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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探讨国际理解教
育理念，广泛开展国际理解教育
活动，培育世界公民品质学生。
经过一次次的学习、内化和总结
后，桓台县实验中学初步取得了
国际理解教育硕果。努力、创新
和坚持是桓台县实验中学全体
师生接下来要走的路。

坚定三全战略理论

寓教育于节日活动

初步的胜利既鼓舞了全体
师生的人心，也验证了张敬明校
长“全员参与”意识的正确性。为
了进一步推进国际理解教育向
前发展，张敬明校长在“全员参
与”意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
全战略”，即全员教育、全员参
与、全科渗透。

桓台县实验中学全体师生
深入贯彻落实“三全战略”理论。
学校层面，在外事办基础上，学
校根据不同活动指定负责挂包
领导。教务处、科研处着手校本

课程的研发以及教师的日常教
学渗透和校本课程课堂教学；教
育处、团委、年级组负责班级及
学生会主题活动的开展。教师层
面上，要求每位教师都参与到课
堂教学渗透及校本课程的研究
和开发中。群策群力，在国家课
程中找出相关内容渗透国际理
解教育。同时还召开专门的国际
理解教育论坛，组织赴国外交流
的老师和尚未交流的老师沟通
学习。学生层面上，开展国际理
解教育周活动，各班学生通过主
题班会宣传发动、小组合作研
讨、成果展示等环节,使校园内
国际理解教育花开遍地。组织开
展中外交流活动，在校园五大节
日中有意安排渗透国际理解教
育的节目，如英语节上2014级一
班演出了英语版喜剧《三打白骨
精》、艺术节上学生将外语歌曲
与现代舞串烧出的精彩节目等,
使得不能去国外交流的学生也
能充分了解学校国际理解教育
的思想和理念。此外,该校还让
家长参与班级的国际理解教育
主题班会，让家长参与到学校的

国际理解教育活动中来.

开发专属校本课程

让更多学生走向前台

2013年开始,该校就尝试开
发以学生为主体的国际理解教
育校本课程，开创了淄博国际理
解教育校本教材先河。

据悉，这套国际理解教育校
本教材和配套PPT借鉴上海、成
都等名校经验，结合了学校实
际，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与通
常渗透式国际理解教育方式不
同的是，桓台县实验中学的国际
理解教育校本教材和配套PPT
是一种聚合式的国际理解教育。
仅英语和地理两个学科，内容就
包含西方礼仪、国外美食、世界
地理等内容，对学生充分理解和
内化国际理解教育具有促进作
用。

理 论 与实践 两手都 要
抓. 2014年，澳大利亚师生来访。
该校举办了中外交流展览,通过
同学们与家长一起制作的布艺、
剪纸及中国传统的蜡染、京剧脸
谱等，让澳洲客人更全面的了解

桓台乃至中国的文化。为了让国
际交流活动更加深入和完善，
2016年3月，该校着手启动第三次
“中澳师生交流”。46名学生在林
肯港师生面前挨个上台用英语
演讲，并与住家的孩子及周围邻
居成了好朋友. 此外，
为了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并检
验师生的教与学成果,该校还大
胆放权,让学生自己组织、策划、
执行国际理解教育周”活动方
案。甚至2016年接待澳大利亚林
肯港格林市长和澳洲师生的很
大一部分任务,也是由学生自己
完成。

国际理解教育结硕果

师生一带一路看世界

一系列活动和措施的实行
终于有了效果。桓台县实验中学
国际理解教育周成为学生们最
喜欢的活动周。各班学生通过主
题班会宣传发动、小组合作研讨
等环节展示研究某国的成果。中
外交流活动的数量和质量也都
有质的提升。从2013年的5名学生
英国行到2016年的46名学生赴澳

交流，从第一次“中澳师生交流”
的生涩到理解异国文化的冲突，
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成为了国
际理解教育活动的领跑者。2016
年，桓台县实验中学承接了两次
外事接待，分别是接待澳大利亚
林肯港格林市长，和接待澳洲师
生。欢迎PPT制作、解说；主持
人、各功能室和校园解说员都由
学生来担任。学生们落落大方的
解说与表现得到了格林市长和
澳洲师生的的赞扬。

2015年12月25日，该校作为
全市仅有的两所初中学校代表，
参加了“全市国际理解教育课题
推进会暨校本课程展示会”，并
作典型发言；2016年5月29日，该
校受邀参加首届“泰山国际论
坛”，并赴泰安作经验介绍；2016
年10月20日，该校受邀参加“首届
山东省国际教育资源共享研讨
会暨2016环球青少年大使计划山
东交流大会”，并在此国际大舞
台上展示了一节公开课。2016年，
在全市国际理解教育案例评选
中，该校上交8件作品，7件获奖，
居全市领先水平。

创创特特色色学学校校 育育世世界界公公民民品品质质学学生生
——— 桓台县实验中学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工作侧记(下)

重视英语口语训练 沂源
县新城路小学重视学生英语口
语训练，在教体办组织的五年
级英语阶段性质量检测中，取
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周从容）

培养幼儿的创造力 日
前，沂源县张家坡镇中心幼儿
园引导孩子们在石头上进行
绘画，通过看、摸、思等启发学
生大胆想象创意。 (魏先爱)

举行教学工作表彰会 日
前，淄川区西河中心学校举行
2017年教学工作表彰会。对上
学年度2个优秀教研团队和39名
优秀教师进行了表彰。（傅华）

爱心捐助活动 为积极营
造扶贫攻坚、全民参与的浓厚
氛围，日前，临淄区高阳小学举
行了全校教师“爱心捐助”活动

(张守勤)

深入课堂交流与指导
日前，沂源县荆山路小学班子
成员与教体办教研室人员开
展听课活动，并与授课教师面
对面研讨。 （刘成学）

日前，张店区优秀教师教育
科研成果(课题)推广会在傅家实
验小学召开。徐美华老师做了

《海量读写，让语文展翅飞翔》的
课题研究成果报告，并从课本教
学、古诗文教学、成语教学等方
面做了交流。 （尚海燕）

张店区教科研成果推广会

在傅家实验小学召开

为了推广镇域教研和园本
教研交流教学成果，在此基础
上选出代表镇域教研水平的人
员参加县级评选，近日，起凤镇
在镇中心幼儿园举行学前教育
2017年度优质课幼教三优评
选。 (宋坤)

桓台县起凤镇举行

学前教育优质课评选

近日，西里成教中心组织
骨干教师到各村成人学校调研
和指导，加强村成人学校建设。
教师与村校负责人进行了面对
面交流，详细听取了村居办学情
况汇报，对办学过程中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给予指导。(宋丙国)

沂源县西里成教中心：

加强村成人学校建设
日前，高城中心小学开展

期中学情、教情诊断评价“会
诊”。以班级为单位，班主任老师
为中心，具体分析到每一位学
生，找出不足，对症下药。以办公
室为单位，重点查找教师在常规
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王胜海）

高青县高城镇中心小学：

期中诊断评价补短板

张店区潘南小学：

举行优质课评选活动

近日，潘南小学青年教师
优质课评选活动拉开帷幕。青
年教师范瑞涵展示了一节体
育课《快速跑》，校长翟凤带领
学校骨干教师观摩现场教学。
课后，执教教师与听课人员共
同进行了教学研讨。（陈静）

淄淄博博职职业业学学院院与与柬柬埔埔寨寨王王国国工工业业技技术术学学院院共共建建职职业业教教育育中中心心

本报讯(记者 陈伟 通讯
员 陈江宁) 近日，淄博职业
学院与柬埔寨王国工业技术学
院在金边签署合作备忘录，以扩
大双方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这是淄博职业学院落实
响应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和《高等职业教育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让职业教
育“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举措。

柬埔寨劳工与职业培训大
臣伊桑亨、山东省副省长季缃绮
出席备忘录签署仪式。伊桑亨表
示，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对柬埔寨
的发展很重要。人才培养是两国
长期合作的领域，希望以此为契
机，深化两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
合作，为柬埔寨培养更多高素质
人才。季缃绮表示，职业教育对
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希望双方
的合作能够为柬埔寨培养更多

人才，为中柬友好作出新贡献。
根据备忘录，淄博职业学院

与柬埔寨王国工业技术学院将
共同建设职业教育中心，开展汉
语教学、教师培训和职业培训
等。两校计划开办双联课程和双
联学位，互相承认学分，同时成
立淄博职业教育集团柬埔寨分
部，发挥集团化办学的优势，为
当地企业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据悉，一直以来，淄博职业

学院不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开展了来华留学生项目、合作
办学项目、师资交流项目等，为
当地培养了大量人才。近年来，
柬埔寨的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
人数逐年增多，对职业技能教育
的需求不断增加。这次合作备忘
录的签署将对进一步深化中柬
两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日，以国家督学、江苏省
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研究员彭钢为组长的国家
教育督导检查组，对高青县进行
了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县复查。

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通过
查阅资料，听取汇报，问询答辩，
分组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校长、教师、家长座谈会，网络问
卷，实地查看等形式，对高青县
的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情况
进行了全面复查，并对高青二
中、高青三中、高青五中等9所城
乡中小学(包含1处教学点)进行
了实地督导检查。

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对高
青县持续提升义务教育基本均
衡县创建成果给予充分肯定。11
月18日，在济南召开的国家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督导检查山东反
馈会上，高青县成立的7个教育
共同体的工作经验得到国家教
育督导组的一致认可，认定高青
县义务教育均衡水平得到了较
好的巩固提高。(赵娟 张忠考)

高青县通过国家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复查

近日，沂源县历山街道
教体办组织广大教干教师到李
振华事迹展览馆参观学习，重
温李振华同志的感人事迹。

崔国利 摄影报道

为 了 解 老师们 在 推 进
2017年张店区创新项目《打造
学生成长银行》的进展情况，
日前，大张学校举行了“打造
学生成长银行”典型案例评选
活动。本次案例评选是围绕该
校开展的“读书银行、成长银
行、幸福银行”三大银行实施
的具体做法及成效来撰写。该
校实施的“三大银行”活动，
规范了学生行为，培养了学生
多方面的兴趣、能力。

（国旭）

张店区大张学校：

举行“成长银行”
案例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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