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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临淄区第二中学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以2018年全区教育
工作会议为指针，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加大教育创新，
推进依法治教，促进教育公
平。“聚人心，提质量”打造高
效领导班子的团结心，提升领
导力和执行力；提振优质教师
队伍的事业心，铸就凝聚力和
竞争力；激发莘莘学子的上进
心，培养行动力和创新力。实
现教育管理和教学质量双重
质的飞跃，把临淄二中打造成
富有特色的区域名校。

提振优质教师队伍

事业心

加强师德日常监管，建立
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完善“全
员培训、分层研修、共同体研
讨”的学习模式，进一步规范
校本培训，加强校本培训资源
库建设。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做好青年教师培养工作，完善
对近五年分配的青年教师考
核，评选教学新秀。发挥名师

的引领作用，带动青年和骨干
教师发展。积极参加区教学能
手、学科带头人的评选工作。

激发莘莘学子

上进心

加强德育常规落实。从规
范仪容仪表和个人卫生出发，
抓好学生卫生、纪律、礼仪、行
为习惯的养成。扎实开展养成
教育系列活动，结合区教育局
的“培养良好习惯，成就幸福
人生“的主题教育活动，细化
学校养成教育方案，以培养学
生正确的读写姿势为突破口，
切实抓好学生的礼仪习惯、卫
生习惯、学习习惯、生活习惯
和健身习惯，培养学生自我约
束、自我管理的能力，逐步使
学生把各项规范内化为自觉
的行动。发挥政教处、级部、班
级的教育合力，形成良好的校
风。加强值班领导、值班教师
和值周学生常规检查的反馈、
督促作用，使常规管理达到精
细化。

强化爱国主义教育、理想
信念教育、诚信教育。加强心
理健康教育。完善全员育人机
制。深入开展家庭教育，办好
家长学校，发挥好家长委员会

的作用。加强法制教育。加强
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努力打
造平安校园、和谐校园。

实现管理和教学

双重质的飞跃

建立三级领导小组：校级
(校长、副校长)；处室级(校长
办公室、教务处、政教处、总务
处)；学科级(教研组长、备课组
长)。借助行政参与力度，进一
步调整充实管理人员，明确岗
位职责，依托信息中心，使该
校教育现代化工程的配、管、
用、研(教育技术、教学模式的
研究)、训(师资培训)一体，加
强对学校信息化建设的管理
与研究，加大数字化校园建设
推进力度。

深入推进课堂改革，形成
特色学科课型模式。以叶澜教
授“新基础教育”理念为统领，
深入推进信息化模块教学课
堂改革，以生为本，坚持自主
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相
结合的方式，遵循“先学后教、
以学定教、多学少教、以学论
教”的原则，继续加强前置预
习、合作学习、当堂达标的研
究和实践。

围绕课堂中心，开展研究

实践活动。围绕课堂教学，以
“新课标、新理念、新技术”研
究为重点，探索教、研、训一体
化的教师成长路径。重视艺
体、科技教育活动，全面提升
学生素质。打造特色高品质
的大课间活动，举办阳光体
育节，并充分利用“达标周”
等形式，合理、全面、科学地
做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
试。科技要壮大兼职辅导员
队伍，推动智能机器人、3D打
印、齐文化动漫教学等项目。
增加活动普及面，积极组织
参加“布谷”科技节、科技创
新大赛、智力七巧板、电子制
作、奇迹创意等活动，并适时
举办校科技节。

抓实党建、党风廉政建
设常规工作。加强党内学习，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培养入
党积极分子。开展民主生活
会和党内组织生活会，搞好

“结对帮扶”和民主评议。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责
任追究制，搞好廉政文化进
校园活动。健全工会组织制
度建设，执行教代会制度，开
展各种有益文体活动。开拓
微信平台等宣传途径，加大
宣传力度，抓好重大活动专
题宣传推介工作。

临淄区第二中学：

看看清清航航向向 扬扬起起风风帆帆 破破浪浪远远航航

为使留守儿童暑期健康成
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三举措
关爱留守儿童暑期生活。构建
学校、家庭、班主任“三位一体”
关爱网络；开展暑期走访，确保
身心健康；组织留守儿童参加
上级组织的集体活动。

(邵明国)

高青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

关爱留守儿童暑期生活

为增强学生团队协作能
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兴
趣，加强学生科技创新能力，
日前，桓公小学走进山东凯
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研学旅
行活动，感受科技给生活带
来的新变化，领会实践与创
新精神。 (杨阳)

临淄区桓公小学：

开展研学旅行活动

临淄区皇城一中：

暑期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皇城一中注重教师团队
建设。利用暑假，结合校本培
训，进行了组织协调等基本能
力培训，促进教师在探索反思
中成长；定期举办教师工作经
验交流，互相切磋，共同提高。
组织教师开展阅读活动，提高
能力。 (李波)

为确保学校假期安全，
敬仲中学开展了系列假期校
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落实责任，确保责任到人；学
校行政班子和保安人员分片
包干，巡查整治；明确假期值
班人员“人员到位、信息畅
通”?的值班要求。 (王涛)

临淄区敬仲中学：

暑假学校安保不放松

创设快乐生活坊 沂源
县振兴路幼儿园创设快乐生
活坊，为幼儿提供模仿成人生
活的机会，引导幼儿在烹饪活
动中感受生活的丰富多彩和
乐趣。 (宋以莲)

开设“草、塑编”课 为提
高学生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本
学期，沂源四中开展2018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

(翟乃文 刘士春)

书画培训进社区 为丰
富社区内群众的文化生活，日
前，沂源历山街道成教中心聘
请县书画家协会人员到社区
开展培训书画活动。

（李云玲）

开启夏日研学 为拓展
视野，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
心小学利用暑假期间组织学
生走进金东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的厂房车间，开启了夏日研
学之旅。 (房秀伟)

按照上级教育主管部门
下发的《关于大力开展师德
教育禁止中小学教师从事有
偿家教的通知》要求，为将此
规定落到实处，近日，敬仲中
学组织相关领导对暑期教师
办班进行了严查，未发现违
规行为。 (王涛)

临淄区敬仲中学：

严查暑期教师办班

日前，皇城一中献爱心志
愿者到镇敬老院开展献爱心
活动，给老人们送去祝福和
欢乐。爱心志愿者为老人们
打扫卫生，收拾东西，陪老人
们聊天，为老人们派发糖果、
水果，表演精彩节目，表达真
挚的祝福。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暑假到敬老院献爱心

高青县青城中心小学：

筑牢暑期安全三道防线

青城中心小学筑牢暑期
安全三道防线，确保师生愉
快、安全度暑假。筑牢安全意
识防线，构建学校、社会、家
庭“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
筑牢隐患排查防线，科学制
定隐患排查方案；筑牢值守巡
查防线。 (王永生)

放假前夕，起凤中学邀
请镇中心卫生院工作人员到
校开展了“学好应急知识，提
高自救互助能力”培训。结合
人体模特演示，就遇到人员
受伤、溺水、突发疾病等出现
昏厥情况时，如何正确施救
进行讲解。 (张久伟)

桓台县起凤中学：

开展卫生应急知识教育

日前，《淄博市妇女发展
“十三五”规划》《淄博市儿童发
展“十三五”规划》“七彩虹”儿
童与安全示范项目第三方评估
组组长、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
教授唐斌尧一行五人，在淄博
市妇儿办工作人员胡玉婕、桓
台县副县长史锐、县妇联主席
李学芳等领导的陪同下，对起
凤镇起凤小学学校儿童安全工
作进行评估。评估组对学校扎
实有效的安全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学校表示会进一步强化安
全意识，创建安全品牌，确保师
生快乐平安成长。 (王会)

桓台县起凤小学：

第三方评估

助力校园安全管理

周村区城北中学：

评选“最美家庭”

助力家校共育

为做好校园传染病防控宣
传工作，暑假前夕，傅家镇中心
小学邀请卫生安全校长董校长
及卫生防疫站工作人员一行三
人针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
进行了安全知识讲座。旨在，给
学生营造健康安全的学习环
境。提高学生们对常见传染病
的预防和控制能力，让学生养
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良好
的卫生习惯。 (张磊)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举行卫生安全校长

进校园活动

近年来，高青县田镇学区
积极开展资助活动，更好地服
务学生成长成才。完善工作机
制，营造资助氛围。各(校)、幼儿
园成立了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
组和资助办，明确由校长(园长)
负总责，加强资助队伍的培训力
度，大力宣传国家资助政策；完
善资助认定方法，提升资助精准
度。学校严格按照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认定办法，规范认定程序；
实施精准助学，开展资助育人活
动。开展到村到户的贫困状况
调查和建档工作，对贫困村的
贫困学生优先享受各种资助，
确保帮扶效果。 (周鹏)

高青县田镇学区：

阳光资助 与爱同行

日前，张店区特殊教育中
心学校举行2018“互联网+教师
专业发展”工程动员培训会。

该校高度重视此项培训工
作，成立了专门的工作领导小
组，由学校郑红校长任组长，是
本次研修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协
调、监督整个研修工作的进展及
研修质量。技术小组的老师提前
对学校的设备进行了排查、检修
与维护，并负责做好过程监控，
保障研修顺利进行。负责此项培
训的教导主任于丽娜宣读了学
校2018“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
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了研修目标
与任务。(于丽娜 刘倩 徐蕾)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举行“互联网+教师专业

发展”工程动员培训会

安全隐患排查 为确保
校园及周边安全，近日，沂源
县鲁村中学组织人员开展了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治理活动，
以应对夏季防洪需要。

(唐传成)

高青县实验小学在青岛举
行的2018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夏令营活动中喜获佳绩，乔
泽艺同学荣获“最佳营员”称号
并入选最佳阵容。

(张璇)

暑期安全先行 为确保
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平安快乐，
日前，沂源县悦庄中心幼儿园
开展了“快乐暑期，安全先行”
专项系列教育活动。

(秦苗苗)

精准扶贫在行动 为进
一步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精神，日前，沂
源三中133名教干教师，再次
前往东里镇各村探访对口扶
贫户。 (江秀德)

家长是学生最好的老师，
为进一步提升家校合作育人的
效果，让每一位家长都能以自
己润物无声的实际行动，引导
教育孩子全面健康成长，近日，
城北中学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在
全校开展了“最美家庭”评选活
动。召开专题会议，制定具体方
案，由专人负责，广泛发动师生
和家长参与到“最美家庭”活动
中。营造人人积极参与、共育文
明风尚的良好氛围，确保活动
取得实效。 (王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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