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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幼儿老师真的好辛
苦！以后我们一定要多多理解
他们……”近日，一位参加沂
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幼儿园“走
进幼儿园，我来当老师”———
换位体验活动的家长深有体
会的告诉记者。这是沂源县开
展“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的
一个缩影。

今年“学前教育宣传月”
的活动主题是：我是幼儿园教
师。旨在通过多视角、多形式
的宣传学前教育，展现幼儿园
教师工作、学习的真实情景，
营造全社会重视关心幼儿园
教师成长、支持推动学前教育

发展的良好氛围。沂源县紧紧
围绕活动要求，第一时间召开
宣传月调度会，开展全县启动
仪式，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制
定下发《沂源县2018年学前教
育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组
织全县各幼儿园开展教师宣
誓、师德演讲、微视频展播、短
文评选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树
立典型，向全社会展示幼儿教
师良好风貌，并通过开展别开
生面的亲子活动，携手同心、
家园共育，共同促进全县幼教
工作健康和谐发展。

南麻街道中心园利用“今
天我来当老师——— 家长换位
体验”活动，拉近家园距离，促
使家长深刻认识到幼儿园保
育教育活动的特点，理解幼儿

教师职业的专业性。与此同
时，全县各幼儿园也以特色活
动为轴点，积极开展不同形式
的家园共育活动，体验教师的
专业内涵。悦庄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乡土文化资源共享活动，
让家长参观、体验，一起收集
自然材料，并参与亲子制作，
共同完成栩栩如生的作品，感
受丰富的乡土资源蕴含的智
慧和活力，体会农村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的乐趣和乡土资源
的奇异和珍贵。历山街道中心
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探索活
动，邀请家长参与搜寻、记录
和整理，让家长为传承文化贡
献力量，共同使传统文化得以
继承和发扬光大。各幼儿园以
宣传月活动为主线，以增进家

园联系为目的，广泛发动家长
参与，激发全民关注学前教
育，倡导以家园合力，促进幼
教发展。

近年来，沂源县先后投资
8 0 0 0多万元，加大幼儿园新
建、改扩建工程建设，民办公
益性幼儿园数量逐年增加。目
前，全县92处幼儿园有省级十
佳幼儿园1处，省级示范幼儿
园1 7处，市级示范幼儿园4 5
处 ，学 前 三 年 毛 入 园 率 达
99 . 5%，“广覆盖、保基本、有质
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基本形成。全县积极推进“学
前教育增量提质”行动，不断
改善学前教育资源，努力提高
办园质量，为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交上一份优异的答卷。

沂沂源源县县““学学前前教教育育宣宣传传月月””活活动动异异彩彩纷纷呈呈

临淄区高阳小学：

举行消防疏散逃生演练

为强化广大师生的安全
意识，增强自护自救能力，创
建“平安和谐校园”，近日，高
阳小学组织举行了消防疏散
逃生演练活动。据悉，该校定
期举行应急疏散演练，提高师
生的应急自我防护能力。

（闫肃）

高青县龙桑小学：

抓学生安全工作

高青县龙桑小学多措并举
抓学生安全工作。学习县教育
局下发的抓安全工作文件通知
及学校安全工作实施方案，每
个教师签订了安全管理目标责
任书，并下发了“防溺水、防交
通事故、防火”等儿歌手册。

(田家礼)

近日，铝城一中党支部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导，结合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大学
习、大调研、大改进”活动，在全
体党员中组织开展了“八个一”
(上一次专题党课、重温一次入
党誓词、开展一次“向党说句心
里话”活动、开展一次党史教
育、观看一部红色影片、组织一
次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一次走
访慰问、选树一批先进典型。)
系列活动纪念建党97周年。

（赵永志）

张店区铝城一中党支部：

纪念建党97周年

高青县崔张小学：

召开五年级教学工作会

教育教学质量是学校的
生命线，毕业班教学更是学校
工作的重中之重。为确保本学
期各项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近
日，崔张小学召开了五年级教
学工作会议。 (于守江)

近日，康平小学开展了本
学期的“寻找最美校本课程”
活动暨校本课程展示活动。足
球、乒乓球、象棋、快乐英语、
电子摆拼、3D打印等20门校本
课程以不同的形式展示了一
个学期以来的学习成果。此次
寻找最美校本课程活动的开

展，不仅是对本学期校本课程
的一个总结，更为学生们搭建
了展示才华的舞台，让学生建
立自信，收获快乐。同时也是
校本课程老师回顾、反思的良
机，是学校校本课程思索、进
步、完善的动力。

(徐媛媛 肖向光）

临淄区康平小学：

寻找最美校本课程

防溺水教育活动 汛期
来临，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
继续开展“珍惜生命 防范溺
水”安全教育主题活动。

(刘兆芹)

党组活动 为提高党员
责任感和使命感，近日，沂源
四中积极开展党组活动，落实

“党组固定活动日”制度。
(翟乃文 刘士春)

争做“宪法小卫士” 七
一建党节，沂源县燕崖中学利
用班会时间观看了宪法教育
视频，开展“争做宪法小卫士”
主题活动。

(王明海 杨希艳)

为进一步增强家长的安
全意识，近日，起凤镇夏庄小
学召开了防溺水安全教育专
题家长会。各班班主任通过
PPT、安全教育视频以及鲜活
的溺水事故案例，提醒家长们
一定要做好孩子的防溺水安
全教育。

（周念峰）

桓台县夏庄小学：

召开防溺水教育家长会

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日前，皇城一中创造条
件，加强了对学生的心理健
康教育。定时开放心理咨询
室，及时解决学生中存在的
心理问题；建立特殊学生心
理健康档案，及时了解学生
心理动态。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桓台县田庄中心小学：

原素生活书店进校园

近日，淄博市原素生活书店
给田庄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送
去了80多种少儿图书。旨在丰富
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全民
阅读的良好氛围。学校还将图书
室开放，允许学生将图书外借阅
读，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大学生
的阅读量，提升学生的理解力和
整体素养。 (罗莉)

预防沉迷网络教育 为维
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近日，沂源
县荆山路小学积极开展“做好预
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
工作”的活动。 (杜青青 孙静)

绘画激发灵感 近日，沂
源历山街道教体办举办了“我
在阳光下成长”的绘画比赛活
动，促进了幼儿绘画兴趣的发
展。

(李云玲)

学原山精神，做时代先锋 党的生日前夕，淄川区实验幼儿
园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参加原山艰苦创业教育基地，充分利用
优秀教育资源，开展了一次党性教育课。 (马永群)

助推班级管理 为更好的
掌握学生学习、思想、安全和班
级卫生、纪律等情况，近日，沂源
县鲁村中学在初一年级实行了
班主任进班办公制度。(唐传成)

近日，皇城二中教务处
在全体教师会上，针对提前
布置的备课内容进行了详细
的反馈，要求全体教师要注
重备课环节齐全，备课时要
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要备详
案；要注重二次备课和教学
实践后的总结反思。

(孙国秀)

临淄区皇城二中：

抓备课常规管理

临淄区桓公小学：

举行少先队知识讲座

为更好的普及少先队知
识，增强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和
责任感，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近日，桓公小学
在少先队辅导员的组织下，对
全体少先队员进行少先队知
识讲座。 (杨阳)

张店十一中：

开展感恩教育

日前，张店十一中进行了
感恩教育活动。各班主任和本
班学生一起回忆生活中的点
滴瞬间，捕捉感动的痕迹。在
回忆与交流中，学生想起了爸
爸妈妈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
怀，想起了爷爷奶奶对自己疼
爱有加。 （王新星）

近日，临淄区实验小学的
王敏老师在王景涛副校长的
带领下到皇城二中小学部开
展送课活动，皇城二中小学部
青年教师冯雪执教了一节复
习课《北京亮起来了》进行交
流。名师送课，激活该校课堂
教学。 （王梅）

临淄区皇城二中小学部：

开展名师送课活动
临淄一中：

召开师德教育专题会

为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
整体道德水平，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近日，临淄一中召开
了师德师风教育专题会议，树
正气，正教风、正校风。旨在强
化师德意识，明确责任使命，
争做 “四有”好老师。

（朱晓宁）

近日，临淄二中邀请孙
娄派出所警官到校进行法制
宣传活动。以主题班会的形
式，从毒品危害，防毒拒毒的
小知识，电信诈骗，讲规矩，
守法律等几方面,对学生进行
了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
的法制教育。 (郑军)

临淄二中：

进行法制教育活动

为有效预防各类恶性伤害
师生案件的发生，提升学校安
保人员的防范意识，进一步提
高师生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能
力，迅速处理校园突发安全事
件，确保校园安全，近日，张店
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组织开展
了校园安全防暴模拟演练。此

次特教中心学校的防暴演练，
参演人员高度重视，分工明确，
节奏快而有条不紊。通过演练，
提高了老师和同学的防范意识
及快速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有效的推进了该校防暴工作的
扎实开展。

(侯念景)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举行防暴演练活动

临淄一中：

召开班主任经验交流会

为提高班主任素质，加强
班级管理，近日，临淄一中召
开班级管理经验交流会，各班
班主任互相交流班级管理经
验，共同促进班级管理改革。
旨在，通过先进班主任的先进
经验将带动其他班主任迈上
新台阶。 （朱晓宁）

高青县黑里寨学区：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近日，高青县黑里寨学
区安排部署教育系统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继续坚持把纪
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握运
用“四种形态”，着力解决教
育系统党风政风行风建设中
担当精神不足、知识恐慌等
问题。

一是夯实主体责任，层层
传导压力；二是加强廉政教
育，筑牢思想防线；三是狠抓
政风行风，转变工作作风；四
是聚焦关键领域，严格执纪问
责。 (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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