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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处着眼保安全“细”
处着手为平安
东山小学校长李枝新为师生筑起一道无缝隙安全屏障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在章丘区东山小学校门口，每天早中晚
四次的上放学时间，
总有一位美女校长站在校门口马路边上，
时而温
柔地抚摸着学生的小脑袋，
时而与学生家长亲切地打招呼，
时而拦住
过往的车辆让家长、
学生先通过，
她就是东山小学校长——
— 李枝新！
“安全工作无小事，安全责任大于天”是她一直秉承的校园安
全工作理念。为了能让学生们拥有一个温馨和谐、健康平安的校园
环境，李枝新身先士卒，推出了一系列工作举措，从“精”处着眼，
“细”处着手，为全校师生筑起了一道无缝隙的安全屏障。

文/ 片

本报 通讯员

张干丽

带头执勤
确保校园交通安全
东山小学位于交通主干道
旁边，学生住所集中，每到上放
学时间也是交通拥堵时间，小
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范意
识相比成年人来说较差。李枝
新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一丝一
毫都不能疏忽、懈怠。她每天安
排两名值班领导和两名值班教
师提前到校，和保安一起负责
配合交警在校门口学生接送。
高峰时段进行安全保卫和交通
疏导，她更是天天都在学校门
口执勤。
同时，她要求政教处严格
控制学生到校时间，对于因特
殊情况早到校者，在校园内安
排值班教师负责管理。门口设
立出入人员登记处，严格出入
制度。上学期间，孩子有病须家
长接走时，必须有班主任的签
字和电话通知，门卫方可放行。

“安全无小事，要未雨绸缪、时
刻警戒。”她经常这样语重心长
地叮嘱每一位值班教师和学校
安保人员。

课间巡视
消除课间安全隐患
李枝新经常在学校楼道巡
视，她发现上下楼梯口处学生
较为拥挤，容易发生安全隐患，
当即召开中层干部会议和全校
会议，从学校监控视频中截取
学生课间活动片段，以真实案
例强化全校师生安全意识，要
求立即整改并提出整改意见。
针对大课间，李枝新提出
分时间利用不同音乐引导、调
控每个楼层学生出教室的顺
序，有效地将学生分流，避免拥
挤 ，确 保 师 生 安 全 。学 校 政 教
处、体育老师、微机老师立即行
动，选取歌曲、音乐合成、商量
策略，李枝新和老师们亲自试
听检验，确保实效。通过多次演
练，学生上操分流到位情况出
现新的局面：安静、有序、不拥

李枝新和学生们在一起。

挤。逐渐，学校教学楼内没有追
逐打闹，没有大声喧哗，一切井
然有序，一股温馨、和谐之风扑
面而来。

注重教育
全面渗透安全理念
校园安全工作不仅治标，
更要治本。如何进行有效的安
全教育便成为李枝新重点攻克
的安全课题之一。她悉心领会
教育部门下发的种种安全工作
文件精神与工作部署，开启了
“安全课题全身心模式”。她带
领教导处从根源入手，营造书
香校园氛围，师生素质提高了，
行为文明了，有效促进了安全
工作的顺利开展。她带领政教

处狠抓“归零行动”，重点抓课
间 活 动“ 四 不 ”教 育（ 不 追 、不
跑、不打、不闹），放学路上“八
不”教育（不在放学路上逗留，
不乱买零食吃，不损坏公共设
施，不进电子游戏室和网吧，不
与社会闲杂人员或外校生结
伙，不骑自行车上路，不准打架
斗殴，没有经过家长的允许不
到同学或亲戚家）等，规范了德
育课程，形成了课程体系。
此外，她发现安全教育光
理论学习显然是不够的，平面
化教育始终达不到生动立体的
教育效果。于是她要求总务处
严 格“ 校 园 安 全 逃 生 疏 散 演
练 ”，每 次 演 练 前 进 行 广 泛 宣
传、重点培训，演练中，师生将
学到的安全防护知识转化为行

动能力，由于部署周密、组织到
位，全校性安全逃生演练效果
良好，大大提高了危险来临时
的逃生指数。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
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身为
一名党员和一名基础教育工作
者，我的使命就是竭力守护东
山小学全体师生的校园安全，
让这里成为最阳光、最安全的
地方。”李枝新经常这样说。正
是由于她在学校管理中分分秒
秒不放松安全教育，在各个环
节都实施了有效的安全措施，
从而保证了学校安全工作的持
续、有效、顺利的开展，实现了
让每个学生都高高兴兴上学、
平平安安回家！

实验小学迎来三名特殊女教师

穿越大半个中国寻梦齐鲁名校

今年3 月，来自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白沙小
学的三名女教师（胡芳萍、姚丽华、刘小玉）带着当地教育部门的殷
切期望，带着全校师生的进取之心，不远千里，来到章丘区实验小
学进行换岗学习。她们希望把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带到少
数民族地区，让山区的孩子也能够享受到先进的、符合新时代发展
的教育。

文/片 本报记者
通讯员 王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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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才女遇困难
学校温情暖人心
从宁静偏僻的山间小镇来
到喧嚣繁华的都市，
这三名女教
师马上就坚定了信心，
在换岗期
间认真学习，深入反思。到达章
丘第二天，她 们 就 立 刻 到 达 实
验小学报到，投入新的工作。
由于南北气候和生活方式
差异较大，刚开始她们适应不
了章丘的干燥气候，多次出现
流鼻血等情况，从来没有遇到
过这种情况的三位女老师一时
不知所措。面对这种情况，实验
小学的老师们及时提供帮助，
提醒她们注意多喝水、戴口罩
眼镜、每天清洗鼻腔，小小举动
深深感动着三名教老师。
让三名女教师最不能忍受
的却是南北方食物口味的差
异。在湖南，可是无辣不欢，少
了辣椒，对于她们来说，食物就
会变得索然无味、难以下咽。即
使是学校精心安排的山东美
食，她们也是很难适应，还是坚

持在繁忙的工作时间之中，挤
出时间来自己做饭。得知此事
后，实验小学校长郑春艳马上
给她们准备必需物品，让三位
教师能够生活方便满意，安心
参加工作。

湘西才女勤学习
教学+活动“双提升”
据悉，实验小学原本安排
三位教师任教科学、品德学科，
这样的学科课时量相对较少，
方便她们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学
习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管理
方法、活动开展，能够全面了解
学校，深入学习。
可刚上班两天，一名一年
级教师由于身体原因不能继续
任教语文和班主任工作。此时，
湘西才女刘小玉老师马上站出
来主动申请这个岗位，她觉得
自己是来学习的，从事了二十
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
作，怎么能够不深入了解学习
实验小学先进的语文教学理念
和班主任管理的方式方法呢？
通过一个星期向同年级其他班
级的老师咨询、听课、学习，刘
小玉老师马上就进入了工作状

来自湖南的三名女教师

态，与班级的孩子们融为一体，
让这个班级的家长从临时换老
师的忐忑心情变得安心放心。
一段时间下来后，同年级的老
师也对刘小玉老师孜孜不倦的
工作态度和兢兢业业的工作精
神表示赞许。
实验小学的学生活动丰
富，老师活动多样，三位从湖南
来的老师，既兼管好自己的课
堂教学，又充分参加学校的各
项教研活动和师生活动。湘西
才女胡芳萍老师对解霞老师在
“易课堂”教学展示之前的研讨
课中提出了自己多年来在小学
语文教学研究的想法和建议，
虚心学习解霞老师在教学中的
长处；湘西才女姚丽华老师在
30 多摄氏度的高温下全程协
助参与学校六一儿童节组织的

山东鲁能球星进校园公益活
动，做好组织参赛队员站队、给
参赛队员拍照、递水等服务工
作，最后制作的活动总结美篇
《足球梦，在烈日下发酵升腾》
获得了实验小学领导教师们的
一致好评。

湘西才女乐奉献
主人翁精神不负初心
在三位老师的努力下，实
验小学的领导同事也是对这三
名老师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她
们虽来自偏远山村，但她们不
懦弱，够自信；她们虽没有先进
的教学条件，但她们不保守，能
进取；她们虽见识有限，但她们
不屈服，敢挑战。慢慢地，三名
来自遥远他乡的湖南老师已经

适应了北方的生活，也适应了
城市忙碌的节奏，像沈从文笔
下的湘西妹伢翠翠那样的倔
强、坚毅，把对远方家人浓浓思
念的苦楚默默咽下，化为积极
的生活学习工作态度，在章丘
区实验小学散放着“苔花如米
小，也学牡丹开”的芬芳。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胡
芳萍和姚丽华两位老师主动请
缨，提出到语文教学岗位上去，
她们都是工作十多年的小学语
文教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
班级管理经验，对于教育事业
是积极的、热爱的。她们希望在
余下的支教日子里，一如既往
努力工作，以高度负责的主人
翁精神继续挥汗泼墨，在自己
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一道永恒
而靓丽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