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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3周
年,也为了进一步提高全体师生
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面对突发
事件的应变能力，增强在紧急状
态下的心理承受能力，近日，鱼
龙中学进行了一次全体师生参
与的防空疏散演练。 (李明书)

桓台县鱼龙中学：

举行防空疏散演练

朱台镇中心小学坚持把校
园安全放在首位，突出三防，着力
打造安全校园。加强人防建设，
无缝隙加强校园及周边安全监
管；突出技防管控，强化视频监控
系统建设；强化心防教育，增强
学生的自我防范能力。 (郭庆)

临淄区朱台镇中心小学：

三防打造安全校园

张店四中：

举行预防校园欺凌讲座

近日，张店四中法制校长、沣
水镇派出所所长韩丽伟同志为全
校师生举行《预防校园欺凌》法制
专题讲座。结合学生特点及具体
的事例以案释法以法论事，并
针对校园欺凌事件的预防与应
对做了生动的报告。 (崔金华)

齐德学校小学部，新学期抓
习惯养成不放松，在开学第一周
专门组织各科教师对一年级新
生进行教学常规训练，第二周
开始重点规范课堂语言。引导孩
子培养良好的课堂行为习惯，促
进孩子习惯养成。 (房文宇)

张店区齐德学校小学部：

举行课堂语言规范论坛

近日，皇城一中召开初一新
生家长会。围绕家庭教育阐述了
中学生与小学生的不同、关于青
春期的问题、如何促进亲子之间
的沟通等。并为广大家长配合
学校正确指导孩子顺利适应初
中生活提供了帮助。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召开初一新生家长会

近期，淄川区实验幼儿园借
助暖暖故事屋微信公众阅读平
台，开展亲子共讲故事活动。暖
暖故事屋首推彩虹鱼系列绘本
故事，旨在，培养幼儿从小多读
书，乐读书，让读书成为一种亲
子交流的生活方式。 (王建华)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培养幼儿阅读习惯

沂源县历山街道教体办：

倡导健康文明新风尚

为创建环境整洁、安全文
明、秩序井然的校园周边环境,
历山街道教体办在辖区学校、幼
儿园开展了改善学校周边环境
倡导健康文明新风尚活动。开展
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加强学生上
下学期间的监督管理。 (杨卉)

近日，高城学区丁夏幼儿园
开展了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培训、
召开资助工作座谈会。王园长传
达了在全县学生资助工作管理中
心的培训内容、机制和各学段学
生资助政策，并对新学期资助工
作提出具体要求。(王翠香 王俊)

高青县丁夏幼儿园：

推进幼儿资助管理工作

食堂安全检查 近日，沂源
县食药监局领导到荆山路幼儿
园，对该园食堂安全卫生工作进
行了检查。现场查看了原材料质
量及食品储存情况等。 (夏巧凤)

召开工作部署会 为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和管理能力，激发老
师们的工作积极性，近日,沂源县
鲁村镇中心小学召开了新学期工
作部署会。 (房秀伟 唐世玲)

新生体验活动 日前，沂源
县历山街道鲁山路小学举行一
年级新生学习体验快乐活动。孩
子们放开家长的手，紧握老师的
手，有序走进教室。(王晗 高红)

召开家长会 共商育人计
近日，沂源县悦庄镇赵庄幼儿园
召开家长会，就孩子安全教育、
习惯养成、家庭环境对孩子的
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陈芳)

警校联合防骗 近日，沂源
县悦庄派出所民警到沂源四中
举行了“防范诈骗”活动。从电信
诈骗的常用手段、危害、防范的措
施等方面做了讲解。 (刘士春)

语文组跨校交流 日前，
沂源二中语文备课组与沂源一
中 语 文 备 课 组 实 现 跨 校 交
流，为沂源二中的语文教学
的腾飞做好铺垫。 (刘念华)

村医进校园 为感谢老师们
的辛勤劳动，教师节期间，沂源县
鲁村镇中心卫生院和派驻卫生院
的第一村医为鲁村中学的158名
教师进行免费体检。 (唐传成)

爱路宣传活动 为加强小
学生爱路、护路意识，近日，济南
铁路公安处沂源车站民警在燕
崖镇中心小学开展“爱路护路进
校园”宣传活动。 (李彩 房琰)

近日，高青县实验小学开展
了“以史为鉴 勿忘国耻”主题
少先队活动。各辅导员通过图
片、视频等，让学生们深刻认识
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苦难，铭记落
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坚定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李芳）

高青县实验小学：

开展勿忘国耻主题教育

近日，皇城二中小学部召开
全体教师会议，传达学习、贯彻
落实全区领导干部读书会会议
精神。新学年，该校全体教师将
深入思考“五个变与不变”问
题，不断提升教育理念，提高
教书育人能力。 (孙龙飞)

临淄区皇城二中小学部：

落实区读书会精神

诗歌诵读活动 为迎接中
秋佳节的到来，感受改革开放40
周年所带给你我的幸福感，近
日，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举行
了精彩的诗歌诵读活动。(徐家鹏)

传承书写文化 为提升教师
汉字书写水平，近日，沂源县历山
街道荆山路小学邀请县书法协会
主席王端宝老师给全体教师进
行了一次书法专题培训。(孙静)

本报9月19日讯(记者 李
洋) 19日，齐鲁晚报记者从淄
博市规划局获悉，为进一步加
强和规范城市道路命名管理工
作，提高道路命名的标准化、规
范化、科学化水平，《淄博市城
市道路命名导则》出炉。

《导则》规定，道路命名原
则要遵循整体性原则。道路命
名要统盘考虑，整体把握，形成
科学布局、合理组合的地名系
统；要注意预留空间，满足城市
长远发展需要。科学性、规范性
原则。道路命名要有规律、有层
次，提高可识别性和可达性，避
免使用生僻难懂、易引起歧义
的文字。指向性原则。提高道路

的方向指示功能，线型一致但
不连通的道路应分段命名。特
色性原则。道路命名要突出地
方特色，选择最具代表性、最能
反映当地文化特点的名称来命
名。注重保护、挖掘和恢复传统
路名，保留市民认知度高、能反
映历史文化特征的名称。

主城区城市道路命名方法
如下：淄博新区及经济开发区：
南北向道路以城市命名，原有东
西向道路延伸出的道路，原则上
名称不变。高新区：东西向道路
以“齐”字打头命名，南北向道路
结合齐文化相关典故命名。南部
城区：结合历史文化和地方文化
命名。支路及以下道路可结合公

共建筑、地标建筑、公共设施、地
名痕迹、历史名典等特色元素命
名。跨区域连通的主干路，应采
用同一路名，以行政区域为界，
在道路标识牌上加注“东段”“西
段”“南段”“北段”“中段”等字样
予以区分。道路名称的规划使用
方面，广泛征集和遴选充分融入
中国传统文化、齐文化为代表的
地方文化以及其他各类特色文
化元素，建立城市道路名称备用
库，供道路命名选择使用。新建
道路及未命名道路的命名，原则
上应从城市道路名称备用库中
选取相应的名称。各级政府在组
织编制道路规划时，应同步编制
路名规划。

本报讯 日前，张店区南
定小学1500余名师生举行了

“你好，新学期！”开学典礼。
首先进行了庄严的升旗仪

式，接着付光辉校长进行开学
致辞，鼓舞大家在新的学年奋
发有为，再创辉煌。然后五年级
学生为一年级新生佩戴校徽。
最后全体同学吹起心愿气球，
一起高喊“你好，新学期！”向新
学期、新老师、新同学致意。

新学期，开启新希望！开学
典礼为新学期各项工作的开展
创造了良好的开端。(邢艳春)

本报讯 日前，张店五中开
展教师宣誓活动欢庆教师节。

当日上午，首先由王来主席
就教师节发表讲话，代表学校工
会，为全体教师送上最真挚的节
日问候。接着，全校100多名教师
代表在领誓人李阳老师的带领
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向全校
师生郑重承诺履行教师职责，立
德修身、为人师表。嘹亮的誓言
响彻校园内外，教师的责任感、
使命感、荣誉感、幸福感油然而
生。校朗诵队还为全体教师们朗
诵诗歌，感谢老师培育。 (徐瑶)

淄博出台文件规范城市道路命名，将建城市道路名称备用库

新新区区南南北北向向道道路路以以城城市市命命名名
张店五中：

百余名教师宣誓表决心

张店区南定小学:

新学期开启新希望

加强安全教育 悦庄镇龙
山幼儿园强化安全教育，为学
生保驾护航。 (耿文英)

快乐涂鸦悦庄镇王家泉幼
儿园开展“快乐涂鸦 创意无
限”绘画活动。 (苏丽丽)

讲红色故事 悦庄镇消水
完小开展“讲红色故事，燃红色
斗志”演讲活动。 (宋志娟)

举办拔河比赛 悦庄镇中
心小学举行拔河比赛庆祝教师
节。 (梁海亮)

教师座谈会 沂源县悦庄
镇举行教师节座谈会。

(张仁春)

举办收获节 悦庄镇沂河
幼儿园开展收获节活动。

(宋娇)

追寻红色记忆 悦庄镇中心
小学组织党员参观县委旧址，追
寻红色记忆。(万秀明 宋忠艳)

消防大排查 悦庄镇中心
小学开展“开学季”校园消防安
全排查活动。 (陈志先)

培育名师 悦庄镇中心小
学成立名师工作室，带动学校
课改工作。(梁海亮 万秀明)

部署扫黑除恶 悦庄镇中心
小学召开专题会议，对扫黑除恶
专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陈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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