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县教体局及起凤镇中
心学校领导到鱼龙中学开展听
课教研活动。听取了该校新学期
课程安排、教学管理、队伍管理、
规范办学、安全能力建设、均衡
发展情况等工作汇报。听课人员
并深入课堂进行听课。（李明书）

桓台县鱼龙中学：

开展听课教研活动

新学期工作有序开展 开
学伊始，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幼儿
园组织幼儿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活动，让孩子们尽快从假期中顺
利过度到幼儿园生活。(张慎明)

感恩资助班会 为倡导受助
感恩、励志成才、回报社会的良
好风气，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小
学开展“感恩资助 励志成才”
主题班会活动。 (王晗 高红)

师德教育学习周 为引导
教师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
有”好老师。近日，沂源县实验
中学开展师德教育学习周活
动，开创教学新局面。(张善武)

植绿护绿 近日，沂源县燕
崖镇中心小学以植树节为契机
组织开展了“行动起来，争做护
绿小使者”为主题的植绿护绿活
动，了解美化环境的意义。(李彩)

近日，高城学区中心小学组
织新学期首次家长会，开启新学
期家校连心助孩子健康成长序
幕。据悉，近年来，该校注重加强
家校合作，构建家校合作网络，
提升家校共育合力，努力实现5+
2>7，合力办好学校。 (邵明国)

高青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

家校连心助孩子成长

在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为
让广大女职工度过一个充实愉
快、富有意义的节日，傅家镇中
心小学工会组织全体教职工举
行庆祝妇女节系列活动。活动的
开展增添了节日的喜悦又增加
了教师团队的凝聚力。（徐家鹏）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庆祝“三八”妇女节

近日，花沟镇龙桑小学举
办寒假作业展。据悉，该校寒
假期间给学生布置了“阅读1部
名著、练习1本字贴、绘制1幅图
画、制作1件科技小作品、参加1
次社会实践活动、背诵10首古
诗词”实践作业。 (田家礼)

高青县龙桑小学：

举办寒假个性作业展

近日，侯庄中学开展植树节
系列活动。传播“绿”，通过宣传
平台营造“3·12”植树节氛围；
栽培“绿”，鼓励学生和家长周末
时间开展“亲子植绿”；呵护

“绿”，有计划的对校院里的树木
进行松土和浇水。（周翔雪）

桓台县侯庄中学：

开展植树节系列活动

近日，高青县实验小学召开
师德学习动员大会。据悉，教师
的师德师风建设是该校的重点
工作内容之一，旨在提高广大教
职工对师德的正确认识，进一步
明确做为一名合格小学教师的
责任和义务。（王秀芳 李怀艳)

高青县实验小学：

召开师德学习动员大会

近日，张店二中举行“学雷
锋活动月”启动仪式。学生代表
宣读了学雷锋倡议书；副校长
纪红卫向所有学生提出希望：
希望学雷锋不停留在口号层
面，要付诸于行动中，把雷锋精
神传播到各个区域。 (张继丹)

张店二中：

举行学雷锋活动仪式

日前，大张学校举行“优秀
寒假作业”展评活动。据悉，今年
寒假，该校布置了每个年级的孩
子各自相对应的“作业”内容，要
求孩子们以力所能及的方式体
验传统春节，了解传统文化，参
与读书、做家务等活动。（国旭）

张店区大张学校：

举行优秀寒假作业展评

临淄区皇城二中：

开展新学期家访工作

为了更好促进家校之间
的沟通协作，使家校形成合
力，给予孩子更有效的教育，
开学前夕，皇城二中组织班
主任及全员育人的教师们走
村进户进行了开学前的家访
活动。 (张辉)

行为习惯训练周 为让学
生迅速适应开学生活，养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临淄区康平小学规
定新学期第一周为学生行为习
惯专题教育训练周。（郭林泰）

资助宣传工作 新学期，
沂源县鲁村镇徐家庄中心学
校加大资助宣传力度，切实将
资助育人工作做到实处，形成良
好的资助育人氛围。(夏红军)

开展户外活动 为锻炼幼
儿身体，提高机体免疫力，日前，
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针对幼儿
好动好玩的特点，积极开展丰
富多彩的户外活动。 (夏巧凤)

弘扬传统文化 淄川区实
验幼儿园以传统节日春节为契
机，倡导以寒假趣事、传统文化、
风俗习惯等为主题，开展了亲子
共制春节手抄报活动。(王建华)

近日，田镇义和小学举行了
“真情延续生命 爱心点燃希
望”的捐款仪式。全校师生为常
家镇常家中心小学二年级的岳
晓茜同学进行募捐活动，大家纷
纷慷慨解囊、积极捐款，祈盼她
战胜病魔，早日康复。 (刘春燕)

高青县田镇义和小学：

举行爱心捐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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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鲁鲁石石化化志志愿愿者者进进社社区区为为民民服服务务
雷锋战友董滋仲现场宣讲雷锋精神，分享雷锋故事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王亚
男 通讯员 尹鲁霞) 为进一
步弘扬新时期雷锋精神，传播志
愿服务理念，10日上午，齐鲁石
化公司腈纶厂团委、腈纶厂关工
委、离退休工作部张店工作站等
相关单位在腈纶厂生活区内开
展了“传承企业精神，共建美好
家园”大型志愿者为民服务活
动。

活动现场来自齐鲁石化公
司红夕阳志愿者团队的志愿者
们对社区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
了清洗，同时一些志愿者还进行
了磨刀剪、穿马扎、血糖检测、家
电维修等服务活动，共计服务

200余人次，受到广大社区群众
的欢迎和好评。

“虽然我今年83岁了，但是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一名老
人来看待，只要有需求我都会立
即赶到，能和大家一起交流雷锋
的故事、传播雷锋的精神，我义
不容辞。”董滋仲的话掷地有声，
谈起自己的战友雷锋来，更是滔
滔不绝。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内，董滋仲和在场志愿者、居民
分享了自己与雷锋在一起学习、
接触的经历，并就新时期如何更
好地学习、传承雷锋精神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博得现场阵阵掌
声。随后，董滋仲还向志愿者、社

区儿童等赠送了自己购买的有
关雷锋精神的书籍。接受赠书的
腈纶厂青年志愿者李衍坤说：

“我要从身边小事做起，用实际
行动把雷锋精神传承下去，带动
身边的同事发扬勤奋敬业的精
神。”齐鲁石化离退休管理中心
张店工作站主任梅晓冬告诉记
者，雷锋精神体现了一种“向上”
的人生姿态，雷锋精神更是一种
善的境界，“今天我们中心和公
司团委等单位组织了很多志愿
者来为大家服务，就是要身体力
行践行雷锋精神，向我们身边的
雷锋学习，我们应该争做各行各
业的雷锋。” 董滋仲现场宣讲雷锋精神。 通讯员 张永其 刘军章 摄

3月18日(本周日)是全国爱
肝日。世博高新医院举办“爱肝
日”义诊，邀请解放军第302医
院知名专家刘士敬教授举办肝
病义诊，并进行肝病健康讲座。
义诊当天肝脏检查费用8折优
惠，肝损伤首选用药六味五灵
片8折优惠。

2018年爱肝日的主题是
“爱肝护肝，珍惜生命”。为增
强全社会人人参与，爱护肝
脏意识，普及最先进肝病防
治知识，造福肝病患者，在今
年3 . 18“全国爱肝日”之际，世
博高新医院特举行肝病义诊

及 防 治 知 识 健 康 大 讲 堂 活
动。活动邀请了解放军302医
院中西医结合肝病科主任刘
士敬教授，做肝病健康讲座，
并进行肝病义诊。

为了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义诊当天，302专家刘士敬教授
诊察费全免，肝脏CT、MR、彩
超、血脂六项、肝功12项、乙肝
五项定量、肝纤维化四项、乙肝
DNA定量、丙肝RNA定量检查
费用减免20%。治疗肝损伤首
选用药六味五灵片8折优惠。同
时，所有参与健康讲座市民，世
博高新医院将现场发放台历和

环保无纺布袋。
作为家门口的北京大医

院，世博高新医院与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302医院签约合作，成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
技术协作医院”，为了让淄博的
肝病、消化系统疾病患者，能享
受到全国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
服务，解放军第302医院经常派
专家到世博高新医院坐诊，让
淄博患者在家门口就能看北京
专家。“爱肝日”义诊时间：3月
18日，义诊地点：淄博中润大道
东388号世博高新医院，义诊咨
询电话2326666。

周周日日330022医医院院知知名名专专家家刘刘士士敬敬义义诊诊
免挂号费 肝脏CT、MR彩超血脂六项肝功肝纤维化检查8折

刘士敬教授，解放军302
医院中西医结合肝病科主
任。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
中医博士。中国中西医结合
肝病术委会委员。刘博士主
要从事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
肝病，尤其对病毒性肝炎的
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
显著疗效。根据中医理论和
现代医学研究成果，他倡导

并积极使用中西医结合多联
疗法治疗病毒性肝炎，取得
重要进展。现担任中国中西
医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
委员，全军中医内科学会理
事，北京中医药学会青年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先后
撰写和参与编写肝炎防治专
著4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发
表专业论文60余篇。

刘士敬教授简介

三八妇女节期间，铝城一
小为了表达对女教师的关爱
和尊重，给女老师们购买了女
性专用化妆品，并在节日当天
早晨，学校领导在校门口迎
候，亲自把礼品送给每一位女
教师，让老师们感受到浓浓的
爱意和温暖。 （王艳芬）

张店区铝城一小：

关爱和尊重女教师

植树节期间，齐都镇中心
小学举行了植树护树活动。植
树现场，同学们自己刨坑、种
苗、浇水，将一棵棵饱含童心
的桃树苗种进土里，感受这劳
动的喜悦和收获。该校还组织
学生进行了领养小树的活动。

（胡刚）

临淄区齐都镇中心小学：

开展植树护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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