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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老师的辅导，难题
我能解答了！”“在老师的悉
心指导下，我的舞蹈动作更
规范了！”“学校还聘请了专
业的老师呢，我也会吹萨克

斯了！”高青县实验小学的几
个同学结束课后服务后，开
心地谈论着。

自2 0 1 7年9月开展课后
服务工作以来，高青县实验
小学始终坚持“立足需求、积
极服务、家长自愿、学校受
托”的原则，积极探索，不断

创新课后服务形式和内容。
近日，该校又建立课后服务
家长微信群，广泛询求家长
意愿，立足学生成长需求，在
作业指导和自由阅读的基础
上，与学校的社团活动相结
合，开设了管乐团、舞蹈队、
合唱团、绘画班等，为学生提

供个性化课后服务，不仅解
决了学生放学后“无人管、无
处去、无保障”的难题，更为
学生的课余生活带来了更多
的选择，解决了家长的后顾
之忧，让人们体会到了教育
的温度，让每一个享受课后
服务的学生乐在其中。

课课后后服服务务百百花花齐齐放放，，学学生生乐乐在在其其中中

团市委县委领导调研

花沟镇中心小学青苗课堂

近日，团市委书记苏振
华、高青县委副书记孙英涛在
花沟镇、团县委负责同志陪同
下到花沟镇中心小学调研“青
苗课堂”进展情况。希望更多
的志愿者积极参与“青苗课
堂”，给孩子们提供课堂关注、
课下辅导、亲情陪伴、心理疏
导等方面的服务，使孩子们快
乐幸福地健康成长。(周成明)

高青二中：

举行校车疏散演练

近日，高青二中联合交警、
校车运营公司共同举行了一次
全校学生参加的校车疏散演练。
模拟校车在运行途中发生险情，
学生在照管人员指挥下有序、
迅速、安全撤离事故车辆。旨
在，为了进一步落实上级文件
及会议精神，增强师生校车遇
险逃生技能。(李明 贾玉彬)

为促进学校党支部党风廉
政建设，强化党员干部自警自
律意识，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近日，皇城一中开
展了党员“忠诚干净、担当自
强、自警自律”公开承诺活动，
全校24名党员悉数到场。全体
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庄重填写
廉洁自律承诺书。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开展党员公开承诺活动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举行童谣传唱活动

近日，张店区特殊教育中
心学校开展了以“传唱优秀童
谣 放飞中国梦想”为主题的
优秀童谣传唱活动。近年来，张
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将童谣
传唱和校园文化、课堂学习、课
外活动相结合，推动特殊儿童
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展现特
殊儿童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
的良好精神风貌。(刘倩 徐蕾)

临淄区齐都花园小学：

参观廉政教育基地

近日，齐都花园小学党
支部组织全体党员教师走进
齐文化廉政教育基地，接受
廉政教育。全体党员对姜太
公、管仲、晏婴、齐威王，以
及稷下学宫部分学者等代表
人物的廉政思想进行了系统
的参观学习。(刘金路)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充分发挥传统节日的文
化教育功能，桓台县实验中学
在端午节期间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文化教育活动。诵读中华经
典，举行传统文化教育，开展

“美德在我家 文明在我心”
“礼仪伴我行”等文明礼仪展示
活动。 (卢静 田莉)

桓台县实验中学：

开展多彩端午节活动

幼小衔接助成长 学前
教育宣传月之际，为响应“幼
小衔接，感悟成长”这一主题，
近日，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大
班教师带领孩子参观小学。

(夏巧凤 刘霞)

指 导 抖 空 竹 训 练 近
日，淄博市空竹协会领导到
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指
导该校空竹社团的学生抖空
竹训练，培养了学生对抖空
竹运动的兴趣。 (王均升)

重视课后服务 沂源县
历山街道教体办在充分调研
各 学 校 课 后 服 务 工 作 基 础
上，采取多种措施规范课后
服务工作，保证了课后服务
工作扎实有效。（崔国利）

为了让幼儿了解爸爸工
作的辛苦，理解父亲节的含
义，培养幼儿关爱爸爸的意
识。日前，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了“我爱我的爸爸”主题
教育活动。小一班结合本主
题开展了我爱老爸三部曲。

(王建华)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我爱我爸教育活动

为 提 高 学 生 的 法 律 意
识，增强守法观念，近日，遄
台中学邀请相关专家为全体
学生做了一场守法爱国专题
法制报告会。案例生动翔实，
分析深入浅出，教育学生要
知法、懂法、守法，提高自己
的法律意识。 （崔敏）

临淄区遄台中学

举办法制教育报告会

为推进素质教育的进
程，加大教研教改的力度、努
力打造高效课堂，本学期，木
李镇新徐小学主要采取三项
措施。加强理论学习，为打造
高效课堂奠基；深化课堂教
学改革；修订评价机制，调动
教师积极性。 (赵孔森)

高青县新徐小学：

三项措施打造高效课堂

临淄区皇城镇中心小学：

打造喜悦共读校园

皇城镇中心小学积极打
造喜悦共读校园。成立“牵手
两代 喜悦共读”俱乐部、

“三人行”读友会、“生长阅读
研究团队”，并推选出各自团
队的导师。在导师的引领下
开展多种阅读活动。

（刘延玲）

安全教育活动 为进一
步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工作，近
日，沂源县荆山路小学开展了

“做自己的首席安全官——— 平
安校园行”系列活动。

(唐刚 孙静)

发放“华联助学金” 为
落实学生资助政策，进一步
做好贫困家庭在校学生的资
助工作，近日，沂源县鲁村镇
中心小学发放了“华联助学
金”。 (房秀伟)

幼儿教师分享交流会
近日，沂源县振兴路幼儿园
围绕2018学前教育宣传月的
主题“我是幼儿园教师”开展
了“分享我身边的故事”交流
会活动。 (李欣)

接受党性教育 在“七
一”建党节来临之际，沂源县
沂河源学校组织全体党员到
山东原山艰苦创业教育基地
参观学习，开展党性体验活
动。 (高学忠)

本学期，朱台镇高阳小
学书香校园建设开展的红红
火火。班级图书角、校园开放
图书角中装满学生喜闻乐读
的各种书籍、报刊；读书名言
的征集、名人激励我成长演
讲等活动的开展让学生们与
书结缘。 (杨丽)

临淄区高阳小学

沐浴书香 伴成长

近日，张店区教师进修
学校到张店六中进行校本
研修工作调研。调研组采取
听取汇报、座谈交流、查阅档
案材料等形式全面调研。对
六中所做的大量工作给予高
度肯定，认为该校的校本培
训工作扎实、规范。(黄友珍)

张店六中

开展校本研修调研活动

扫黄打非·护苗 近日，
沂源县燕崖镇中心小学举行
了“扫黄打非 护苗2018”教
育活动。旨在教育儿童自觉
远离低俗出版物，打造健康
学习环境。 (李彩)

节约用水教育 为让幼儿
从小养成节水爱水的良好习惯，
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幼儿园
组织幼儿开展了“做节约用水的
好孩子”主题活动。 (齐秀云）

平安出行教育 近日，沂源
县悦庄镇消水完小组织全体少
先队员了解了平安出行知识，认
识了常见的道路安全标志，培养
学生交通安全意识。 (巩进勇)

做好幼小衔接 日前，沂源
县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组织大
班幼儿参观了中心学校小学
部，并参加了升旗仪式，积极
做好幼小衔接工作。(任祥芹)

幸福微笑在身边 近日，
沂源三中开展“微笑在身边”主
题活动，通过做微笑互动游戏、
讲笑话、比笑脸等方式，培养学
生们健康乐观的心态。(江秀德)

临淄区康平小学

小小解说员获好评

在日前临淄区教育局组
织的“一校一案”自主发展验
收期间，康平小学担任解说
员的六名学生，在进行现场
展示解说和参观引导中，介
绍流畅，语言得体，举止优雅
大方，礼仪规范，受到了验收
领导们的一致好评。(蒲力)

机灵的明明

临淄区高阳小学二年级 李亦晨

一天，明明的爸爸妈妈出去办事
了，让明明自己在家等着。爸爸妈妈
出去不久，就传来了敲门声。明明悄
悄地搬了一个凳子，站在上边一看，
是个陌生人。明明问∶“谁呀？”那个
人说∶“我是你爸爸的朋友。”明明想
了想，假装对爸爸说∶“爸爸，有个人
说是你的朋友。”话刚说完，他就从
猫眼里看到那个坏人赶紧逃跑了。

爸爸妈妈回来后，明明跟他们说

了这件事，爸爸夸他说∶“你真是个
机灵的孩子呀！”

指导老师：王美娜

我爱大自然

临淄区朱台镇西单小学 赵婧煊

周六早上，我来到了美丽的太公
湖。公园里盛开着五颜六色的花儿。
我闻到了一股花香，小蜜蜂也飞过来
采蜜，小蝴蝶在花丛中飞舞，我在树
林里欢快地蹦啊，跳啊，开心极了！

我爱这美丽的大自然！
辅导老师：王广厚

小鸭和小兔

临淄区高阳小学一年级 常林灿

从前，有一只小鸭子和一只小兔
子，他们俩个很要好，常常在一起游
戏，可是，有一天，他们俩发生了争
吵，只是因为一个蛋糕，“不，那是我
的我的我的，”“那是我的我的我的”
他们俩抢来抢去，“啪啪”蛋糕被压
扁了，他们的脸上全是奶油，小鸭子
和小兔子看看对方，噗嗤一声笑了，
他们俩又和好了。

指导老师：张旭

张店区马尚一中：

警校共建平安校园

为创建安全和谐的学习环
境，加强学校治安管理，维护正
常的教育教学和生活秩序，促进
师生身心健康发展，近日，马尚
一中与马尚镇派出所警校联手
开展“和谐平安校园”创建活动，
深化安全防范宣教，固化安全
管理制度，搞好安全防范措
施，强化隐患因素排查。(李娜)

淄川区黑旺中心校：

召开均衡建设调度会

近日，黑旺中心校召开各
中小学优质均衡项目建设调
度会。传达落实区优质均衡区
创建工作会议精神，要求，结
合本校工作实际，安排部署优
质均衡项目建设相关工作。全
力以赴，统筹规划，整体推进
优质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倒排
工期，严格按照既定规划时间
节点，完成优质均衡项目建设
各项工作。 (李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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