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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高考，高青一中普
通文理本科上线1038人，首次
突破千人大关；艺体特长生本
科上线348人，春季高考本科
上线149人，5人进入全省前15
名，日语平均分高达1 1 3 . 3 2
分……

这些成绩是高青一中实
施分层教学，推进多元发展，
打造优质高中的见证和缩影。
高青一中把优质高中打造，作
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根本
着力点，以特色班建设为依
托，积极推进分层教学，多元
发展教学改革，倾力打造优质
品牌高中教育。

因势利导 分层教学

高青一中是一所拥有
6000多名学生的大高中。学生
成绩参差不齐，整体素质差距
较大。面对这种现状，学校因
势利导，依托基础教育综合改

革的东风，推进实施分层教学
改革。根据不同学习基础和不
同升学意愿要求，把学生分为
三大类、六种形式的高中特色
班，即面向普通高等学校参加
夏季高考的A层班、B层班、日
语班、艺体特长班和面向普通
高等职业院校的春季高考班
与面向出国留学的韩国留学
预备班。对分层教学实行动态
管理和个性化走班模式，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变化状
况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动态
的选择自己的学习层次。

量体裁衣 因材施教

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
的班级，确定不同的教育目
标，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根
据A、B两层班级的不同情况，
分层备课、分层授课、分层布
置作业、分层辅导、分层评价。
实施北大、清华领军计划，为
尖子生量身定制英语满分提
升课程，邀请学科名师、大学
教授、教育专家到校做专题报

告，不断强化优秀学生决胜巅
峰的精神意志。根据高考文化
课要求，积极鼓励有艺体特长
且文化课基础较好的学生参
加艺体班学习。统筹安排艺体
训练和文化课学习，坚持“双
学共赢”，确保“两手抓”“双过
关”。

职教创新 迎“春考”

创新春季高考备考教
学，强化春季高考备考研究。
组织教师到淄博工业学校跟
班蹲点式学习，与滨州职业
学院进行合作办学，邀请县
职业中专相关学科教师到校
交流，提升教师专业教学水
平。对普通班学习成绩1 0—
3 0名学生，从高二下学期开
始有计划的安排到春季高考
班学习。按照“点、面、线”原
则，科学安排教学内容，高一
高二涵盖春季高考所有文化
课内容。利用1 0个月时间集
中进行专业课学习，寒暑假
集中进行专业技能训练。

另辟蹊径

开启小语种

针对部分学生英语较差
的实际，开启日语班高中零
起点教学模式，在全市范围
内率先开办日语班。并获巨
大成功，首届日语班高考日
语 成 绩 和A 层 班 英 语 班 持
平，远远超越B层班，平均分
相差将近50分。2014年10月，
高青一中与韩国亚洲大学签
署了友好合作学校协议，从
此学校走上了与国际教育接
轨的道路。韩语班的学生除
了正常学习高一、高二课程
之外，每天利用一节自习时
间进行韩语学习。高二学业
水平考试之后，集中进行韩
语强化学习，且专门从韩国
亚洲大学聘请外教专门进行
韩 语 口 语 训 练 。在 韩 语 班
TOPIK考试，1人通过五级，3
人通过四级，4人通过三级。毕
业生12人顺利留学韩国，远高
于市内同类学校。

分分层层教教学学结结硕硕果果 多多元元发发展展谱谱新新篇篇
——— 淄博市高青一中打造优质高中纪实

日前，马尚一中多举措开
展文明礼仪教育系列活动，促
养成教育内涵发展。优化校园
环境，营造文明礼仪氛围。发
挥课堂教学在教育中的主渠
道作用。落实考核评比，从制
度细节等抓起。激发学生对文
明礼仪美德的认识和向往，培
养了学生自觉践行文明礼仪
的意识，促进了学校的内涵发
展。 （李娜）

张店区马尚一中：

促养成教育内涵发展

临淄区高阳中学：

小学币发挥大作用 高青县黑里寨学区：

确保冬季校园平安

针对冬季用火、用电、食
品等方面的安全问题，为确保
冬季校园安全，入冬以来，黑
里寨学区联合消防、交通、安
监等部门对学校安全工作进
行了全面检查。紧扣冬季校园
安全重点，全面做好冬季安全
教育；紧扣“三步走”活动，安
全工作做细做实；紧扣安全管
理机制建设，做到安全监管。

(周强)

近日，从淄博市教育局传
来喜讯，沂源二中被评为市中
小学学生公寓A级单位。本次评
选是根据《淄博市中小学学生
公寓管理办法》规定，在学校自
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考核的
基础上,经市教育局进行最终考
核确定。据悉，该校高度重视宿
舍安全防范，强化内务管理，整
洁住宿环境。 (张吉爱)

沂源二中：

被评为市公寓A级单位

本报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孔令海 岳道刚

“传球，快！左边！……”每天
下午5点半左右，天色已暗，然而
在新建路小学的足球场上却灯
火通明，喊声不断，这里并没有
举行特别的足球比赛，而是学生
放学后在参加课后辅导活动。

“我和孩子他爸下班都很
晚，老人又不在当地没法及时接
孩子，现在可好了，学校开设了
课后辅导活动，孩子放学后可以
待在学校，有同学陪着，有老师
看着，还能学点东西，实在是再
好不过了。”孩子在新建路小学
上三年级的家长刘雨凤说。

中小学生特别是小学低年
级学生，下午放学时间早，家长
接送难，监管存在“空档期”，不
仅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还存

在着较大安全隐患。日前，区教
体局根据相关规定研究制定了

《周村区关于做好中小学课后服
务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各学
校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在放学后
组织学生参加兴趣小组等课后
辅导活动来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学校开设了足球、轮
滑、武术、象棋等‘课后辅导活
动’，同时配备了专业的任课老
师进行指导。此外，为了满足室
外活动的需要，我们还在操场上
安装了照明设施，提高了活动时
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所有的辅导
都是免费和自愿的，只要家长和
学生同意就可报名参加。”新建
路小学副校长毛克介绍道。

“放学后，我们安排教师免
费看护一、二年级学生写作业，
对于年龄大一点的学生开展了
快乐篮球、跆拳道、拳击等兴趣

小组，让暂时不能回家的孩子感
受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北门
里小学副校长毕研超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周村区21所小学
已全面启动课后服务工作，上千
名小学生参加到了声乐、古筝、
象棋、书法、足球、武术、阅读、手
工课程等社团活动，丰富了学生
们的课后生活。

为了做好课后服务工作，各
学校也专门召开安排部署会，分
析本校所辐射学区生源分布情
况，结合冬季昼短夜长等季节性
因素，主动组织有需求的学生开
展课后娱乐游戏、拓展训练、社
团及兴趣小组活动，各项活动时
间相对固定，实行弹性管理，做
到安全第一，解决了无法按时到
校接孩子家长的后顾之忧。

另外，正阳路小学开展的武
术社团活动、中和街小学开展的

英语阅读社团活动都很有特色，
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孩子通过参加社团活动，
放学时间段适当后移，既解决了
我们家长接孩子难题，又激发了
孩子学习的兴趣，发展了特长，
也进一步增强了学校教育服务
能力，我们当家长的十分赞同和
支持。”家长刘静表示。

“我们在充分征求家长意见
的基础上，由家长提出书面申
请，经审核同意后，学校和家长
签订学生课后服务委托协议，由
学校统一组织实施。”周村区教
体局党委书记、局长薛福河介绍
说，“课后服务工作温暖学生、方
便家长，体现了以生为本的教育
理念，解决了部分家长的后顾之
忧，同时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
了锻炼提升，进一步提升了群众
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

课课后后““托托管管””，，让让家家长长无无后后顾顾之之忧忧
——— 淄博市周村区教体局扎实开展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

桓台县实验中学：

学科能力竞赛创佳绩

在刚刚结束的全县初中
学科能力竞赛(桓台一中提前
录取)考试中，桓台县实验中
学再创佳绩。此次选拔共录取
50人，根据毕业生人数比例实
验中学共24人参加考试，其中
有15人入围，入围人数全县第
一，入围比例全县第一。其中，
宋明卓同学勇夺全县第一，全
县前10名中实验中学有4人。

（蔡兆金）

地震应急疏散演练 为普
及地震常识，掌握地震逃生自救
知识和技能，日前，张店区特殊
教育中心学校举行地震应急疏
散演练活动。(王红莲 翟英明)

沂源县
悦庄镇成教
中心学校为
推广草编工
艺，积极培训
各村妇女进
行学习，开辟
农村妇女草
编致富新路
子。图为教师
在草编手工
艺品展室进
行现场指导。

徐凤生
摄影报道

本学期，为推进学生自主
管理，激发学生自我发展的内
动力，实现打造幸福班集体的
目标，朱台镇高阳中学在班级
管理上引入了学币制度。学习
认真、值日尽责、帮助他人、遵
规守纪、举止文明等都可以获
得学币。每周一总结，由班委、
小组长和同学代表共同推选
上周表现优异的同学，给他们
发放不同的学币。（王雪艳）

学习十九大精神 近日，
沂源县沂河源学校党总支举行

“学习十九大精神，促进教育教
学改革”为主题的全体党员演
讲比赛。 （李清贵）

幼儿安全教育 为确保幼
儿过一个安全祥和的寒假，近
日，桓台县起凤镇华沟村幼儿
园立足本园实际和幼儿年龄
特点，开展安全教育。（张东)

跳绳训练活动 日前，为
了发展幼儿身体协调能力，沂
源县荆山路幼儿园坚持每天让
幼儿进行跳绳训练活动。促进
幼儿身体的健康发育。(夏巧凤)

禁放烟花爆竹 日前，沂
源县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开
展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从
我做起”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魏先爱 王莉秀)

近日，田庄镇中心小学围
绕“让读书成为习惯，让书香伴
我成长”这一主题，开展了以

“好书推荐 快乐共享”为主题
的“好书推荐卡”读书实践活
动。旨在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
塑造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校
园文化。 (罗莉)

桓台县田庄镇中心小学：

开展读书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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