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桓台县实验中学召
开了第十届第三次教职工代表
大会。张敬明校长作《学校工作
报告》，对于过去一年的工作进
行了回顾，肯定了过去一年取得
的成绩，并指出了今后一个时期
的工作思路和措施。（王晶）

桓台县实验中学：

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

教师大比武 近日，沂源
县鲁村镇中心小学举行了青年
教师大比武活动，共有12名教
师参加，分语文、数学、英语、美
术、音乐、科学等学科。(房秀伟)

亲子活动 日前，高青县田
镇崔张幼儿园开展了以“多彩亲
子，快乐你我”为主题的亲子活
动。让家长走进幼儿园。

(周鹏 马静)

区域环境创设评比 为给
幼儿创设一个良好的生活、游
戏、学习环境,近日，沂源县荆
山路幼儿园开展了班级区域环
境创设评比活动。 (夏巧凤)

区域活动 “娃娃家”一直
是孩子们喜欢玩的区角，为了发
展幼儿思维和想象力，近日，沂
源县鲁山路幼儿园开展了“快乐
的娃娃家”区域活动。(张宗叶)

书法小组活动 日前，沂源
县张家坡中心学校开展了乡村
少年宫书法兴趣活动。培养学生
的兴趣爱好。丰富学生的艺术修
养。 (王均升)

召开少代会 为贯彻落实
《少先队改革方案》，日前，桓台
县马桥实验小学召开争做新时
代好队员——— 中国少年先锋队
第一次代表大会。 （王铉）

为进一步推进学校家庭
教育工作向纵深发展，日前，
马尚一中举行“2017家庭教育
工作年会”。本届家庭教育年
会主要是家庭教育工作培训、
工作交流和成立年级家委会
事宜。 （李娜）

张店区马尚一中：

举行家庭教育工作年会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体
现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
园艺术文化特质。近日，铝城一
中举办了以“最美校园”为主题
的第十五届校园艺术节美术作
品展。作品包括素描、陶艺、书
法、创意手工作品等。(房迎惠)

张店区铝城一中：

举办校园艺术节书画展

日前，潘南小学的小志愿者
们参加了“关注环卫工人”大型

“公益爱心餐”行动。现场表演了
《感恩的心》、《有你才美》两个暖
心节目，并将家长志愿者们无偿
提供的360份爱心套餐分发给环
卫工人们。 （袁俊青）

张店区潘南小学：

参加“公益爱心餐”行动

近日，临淄一中通过微课题
研究，促进教学教研。鼓励教师
从自身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入手
确立教研微课题，定期组织同课
异构等系列活动，促进教师从实
践中走进教研，提高教育教学效
率。 （朱晓宁）

临淄一中：

从微课题入手促教研

近日，齐都中心小学开展
了卫生校园创建工作。特别是
环境卫生，校园卫生、功能室
内、各个教室内、办公室均进行
了全面的卫生清理，玻璃、地
面、物品摆放都达到了干净整
洁、整齐有序。 (赵强)

临淄区齐都中心小学：

打造卫生校园

为进一步强化教学常规管
理，促进教师钻研业务，学生规
范、高效书写作业，营造比学赶
帮超的学习氛围，日前，高城学
区中心小学举办了“教师教案、
学生作业”等常规材料同台展
评活动。 (王胜海 邵明国)

高青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

师生同台展评教学相长

为提高学生法律意识和安
全防范能力，预防违法犯罪，提
高学生懂法、学法意识，近日，张
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特邀张
店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的
殷娟开展了青少年法制教育讲
座活动。 (王红莲 翟英明)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开展法制教育讲座活动

为促进现代化教育技术手
段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提高
学生英语听力及口语应用能力，
皇城一中注重对学生进行英语
口语及听力的提高。改善教学设
备，新进耳机及英语听力软件，
改造语音室部分结构。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注重英语口语听力培养

召口小学在每月例行的教
学常规检查中，开展了寻找同事
闪光点的活动。引发老师们之间
的竞争。该校领导让老师们自发
的到教学常规检查现场，去发现
同事教学常规中值得学习的新
做法。（路国涛 边秀萍）

临淄区召口小学：

教学常规寻找闪光点

课堂教学比武 为提升青
年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日前，
沂源县南麻教体办组织了本街
道小学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武
活动。 （张德生）

传承好家训 为发挥优秀
家风的育人作用，近日，沂源县
鲁村镇草埠中心完小开展了

“传承好家训，培养好家风”系
列活动。 (唐菁怿)

入基层蹲点教研 本学期，
桓台县起凤镇中心学校开展校
长带领分管中小幼负责人下校
园蹲点的方式，有效指导各校教
育教学工作。 （巩新华）

多彩活动喜迎2018 为了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让学生了解
传统节日文化。元旦期间，沂源
县悦庄镇各学校根据实际举行
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张仁春）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李
洋) 7日，淄博迎来了今年期
盼已久的初雪，小雪没有给淄
博带来银装素裹的美景，但大
风、降温天气却随之而来。记者
从淄博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
周淄博天气将以晴冷为主。10
日(周三)，淄博最低气温将降
至-12℃。

9日，是“三九”第一天。“三
九四九冰上走”的谚语表示一
年中最冷的时候到了。1月8日
10时20分，淄博市气象台发布
大风蓝色预警，受较强冷空气
影响，预计8日白天到夜间，淄

博市北风4～5级阵风7级；同时
气温将明显下降，预计9～11日
早 晨 最 低 气 温 市 区 - 9 ～ -
11℃，局地-13℃。

10日，淄博的最高温也将
跌至冰点。气象部门提醒外出
要采取保暖措施，耳朵、手脚等
容易冻伤的部位，尽量不要裸
露在外；行人出门要当心路滑
跌倒，穿上防滑鞋；居民不要随
意外出，特别是要少骑自行车；
确保老、幼、病、弱人群留在家
中；因道路结冰路滑跌倒，不慎
发生骨折，应做包扎、固定等紧
急处理。

较强冷空气带来大风降温，11日淄博最高温仅-2℃

--1122℃℃++77级级大大风风，，三三九九寒寒天天来来了了
三三年年违违章章114499次次，，被被扣扣551166分分
博山交警大队将该车暂扣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崔小冰 张铁
峰) 1月5日11时，一辆黑色轿
车通过博山交警大队岜山执
法站缉查布控系统的卡口时，
报警器忽然响了起来，民警立
即对该车进行拦截。

“我们通过检查发现该车
是一辆逾期未年检的车辆。而
且经过综合应用平台查询核

对后，发现该车自2014年年审
后至今共有149条违法未处理，
违法分值高达516分，违章金额
更是高达21700元。”博山交警
大队民警说。

随后，民警将车辆暂扣，
待进一步处理。据了解，该违
章车辆是自缉查布控实时预
警系统运行以来查获的违章
次数最多的一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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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梁兆福) 为满
足客流需求，中铁济南局集团
有限公司1月11日起加开部分
途经淄博火车站动车组列车。

具体时间、车次为：1月11
日至1月18日、1月20日至1月22
日济南西-烟台间每日加开
D9461次、烟台-济南西间每日
加开D9462次。

1月11日至1月22日青岛-
济南西间每日加开D9472次，1
月12日至1月23日济南西-青
岛间每日加开D9471次。

1月11日至1月18日、1月20

日至1月22日青岛-济南东间
每日加开D6026次、济南东-青
岛间每日加开D6025次。

1月21日至31日济南-荣
城间每日加开D9455次、荣成-
北京南间每日加开G4218次。

铁路部门提醒，春运即将
到来，请广大旅客可根据出
行安排，提前通过中国铁路
客户服务中心 1 2 3 0 6网站、
12306手机客户端渠道查询、
购买车票，提前到火车票代
售点或各大车站售票处换取
纸质车票，预留充足时间到
站乘车，顺利出行。

济济铁铁加加开开88趟趟途途经经淄淄博博站站临临客客
时间为11日至31日，到济南、青岛、烟台等地更加方便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李露) 近日，
张店警方抓获三名合伙盗窃手
机的男子。

2017年12月31日张店警方
接到辖区夏女士报警称，她在
逛街时手机被盗。接到报案后，
张店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十一中
队民警迅速展开调查。通过调
取案发地附近一商家安装的监
控录像，民警发现三名男子形
迹可疑。根据三人的体貌特征，
民警展开巡逻摸排。1月5日，民
警发现了三人的踪迹后进行跟
踪，并在三人准备再次实施扒
窃时上前将其抓获。

经查，这三名嫌疑人华某、
宋某、肖某，均为黑龙江人，年
龄均在30岁左右，无业，平常凑
在一起合谋实施盗窃。案发当
天，三人相约在街上溜达，寻找
作案目标。当行至某小吃店时，
发现夏女士上衣口袋里有一部
手机。当时现场比较拥挤，正好
便于三个人“下手”，于是由华
某上前实施扒窃，宋某望风，肖
某则负责将偷到的手机及时转
移。后通过搜查，警方又找到五
部被盗手机。目前，三人因涉嫌
盗窃被张店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进一步查证及追回的
赃物返还工作正在进行中。

本报讯 8日，记者从淄
博高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分局了解到，淄博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葛金
锋一行4人督导检查了高新
区食品安全先进市创建和学
校食堂监管工作。

据了解，检查组对淄博
市第十一中学和高新区实验
幼儿园进行了全面督导检
查，通过详细查看制作现场，
对快检室建设、校园食品安
全培训、索证索票以及食品
留样工作进行了督导检查。

(许朋木)

未来五天天气情况

日期 天气 气温

1月9日 晴 4～-11℃

1月10日 晴 0～-12℃

1月11日 晴 -2～-11℃

1月12日 晴 2～-8℃

1月13日
晴转

多云
5～-5℃

淄博高新区：

两所学校食堂

接受督导检查

三三名名男男子子合合伙伙偷偷手手机机
被被张张店店警警方方依依法法刑刑拘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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