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 2018年10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陈伟 美编：王晶晶教育 B04

主办：教育工作室
邮箱：qlwbzbcw@126 .com
新闻热线：7745686

本报记者 陈伟
通讯员 郭全坤 贾恒鹏

“从美育的角度讲，教育就
是对美感的唤醒。我们要让凝
固的美熏陶学生，让流动的美
浸润学生。”铝城第一中学校长
刘学如是说。多年来，铝城第一
中学一直坚守着以德执教，以
美育人，以美来打动人。作为淄
博市美育实验学校，该校将美
育与德育相结合、与教学和社
会实践活动相结合，以学科美
育特色课程的实施和社团活动
为亮点，逐步构建“大美育”课
程体系。

德育先行，以美辅德，

铸良好品格之美

铝城第一中学审美化德育
的实施，从多角度，多层次唤起
学生对美的追求。班会主题系
列化启迪美，初一行为规范美，
初二青春心理健康美，初三理
想信念承担责任美，初四励志
教育人生规划美，高一行为规

范美，高二理想信念承担责任
美，高三励志教育人生规划美，
初高中各阶段循序渐进，美育
递增螺旋上升。班会作业反思
总结提升美，学校倾心打造学
生成长美育阵地———《进德铸
新》作业本，引导学生把对美的
教育理解外化于美言美行，让
美流进学生心里，留在生命里。
以德育实践活动引领学生崇尚
美。德育常规工作从轻声慢步、
文明就餐做起，增强学生辨别
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突出
榜样示范引领，引导学生崇德
向善，践行真善美。

美育教学，以美启智，

品学科内涵之美

铝城第一中学出台“学科
渗透美育实验”实施方案。在学
科教学中渗透美育，通过艺术
性的教学，培养学生感受、欣
赏、发现、创造美的能力。在学
校“1+1”互助式校本研修及“一
师一课”实施方案中，对于“学
科美育渗透”提出了更明确要

求，“美育目标”明确的写进了
“课堂评价”指标中。

语文组，开发校本教材《国
学诵读集萃》，通过诵读经典，
传承国学经典，涵养美丽人生。
化学组，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
术，化微观为宏观，化抽象为具
体，让学生体验物质组成之美；
从一维到二维再到三维的变
化，让学生体验物质结构的动
态之美；模型展示化学反应的
过程，让学生体验物质变化之
美。地理组，寓教于乐 ,寓教于
美。马莲台黄土地貌等“野外综
合实践基地”的开辟、“社区天
文观测”活动的开展、“全省一
流天象厅”、“全国气象科普教
育基地示范校园气象站”的建
设及系列活动的组织，拓宽了
学生视野，加深了学生对客观
世界的认识，使学生受到美的
熏陶、美的启迪，从而将学生导
向求真、向善、赏美的境界。生
物组，“泡菜的制作”、“葡萄酒的
酿制”、“豆腐乳的制作”等实践
活动，让学生的学习由课堂延

伸到了家庭、社会，用于指导生
活，改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变
得更美好。生物模型制作，让学
生体验“创作之美”。“校园植物
分类”、“创建小小生物实验园
地”等实践活动的开展，也让学
生在实践中体验了一把自然之
美、和谐之美。

美行相伴，以美引善，

展特色育人之美

铝城第一中学作为全国
艺术教育特色单位、山东省艺
术教育示范学校、淄博市艺术
教育特色学校，积极开展学校
体育节、校园文化艺术节，为
学生提供展示美、欣赏美的舞
台。每年的“走进春天”审美艺
术节 ;每期各具主题的美术展
览，学校审美教育中最常规的
活动，次次让观众流连忘返。
学生在体验中认识美，发现
美，体验美，创造美，从多角
度，多层次唤起学生对美的追
求，将爱深深渗透到学习、生
活的实践中。

构构建建大大美美育育体体系系，，提提升升育育人人成成效效
——— 淄博市张店区铝城第一中学“美育教育”系列报道之二

近日，高青县教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张玉江对二中在建餐厅
工程进行了督查指导。在施工
现场，司观俊校长详细汇报了
餐厅建设情况。张局长对餐厅
建设进度表示满意，并对餐厅
建设作出要求：一是认清形势，
明确任务，确保在规定期限内
完成施工任务。二是加强管理，
确保安全。施工单位要按相关
要求做好安全防护工作。三是
强化措施，文明施工。材料堆
放、垃圾管理等要按照环保要
求进行。最后张局长强调：要保
质保量的完成餐厅建设工作，
尽早解决学生就餐问题。

(刘松松 牛瑞涛 崔素萍)

高青二中：

局长督查在建餐厅工程

检查饮用水卫生 为保
障师幼饮水卫生安全，近日，沂
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鲁村
镇中心幼儿园的饮用水卫生安
全进行了监督检查。 (张慎明)

举行运动会 日前，张店
区铝城一中举行第46届田径运
动会。全体师生以满腔热情共
同谱写了一曲拼搏进取的乐章！
释放了各自的激情。 (赵永志)

提高家庭教育实效性 开
学初期，沂源四中特聘请东方
教育专家到学校对家长做了一
场“如何解决家庭教育问题”的
专题讲座。 (翟乃文 刘士春)

非洲鼓教学培训 近日，沂
源县荆山路幼儿园邀请音乐教
育专家到园进行非洲鼓教学培
训，全园教师参加此次培训活
动，拓展了教师视野。(夏巧凤)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对
“2018年度山东省现代职业教育
质量提升计划系列项目”进行公
示，淄博市工业学校又有1个省
级教学团队，4门省级精品资源
共享课入选。其中，孙永伟主持
的智能制造教学团队认定为“山
东省省级教学团队”；李慧平主
持的《windows服务器的配置与
管理》、王洪强主持的《汽车电器
构造与维修》、刘爱武主持的《化
学分析》、王好军主持的《音视频
编辑》课程获批为“2018年度山
东省职业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建设项目”。 (刘强 袁红燕)

淄博市工业学校多项目

入选省质量提升计划

桓台县实验中学：

开设校本课程自选超市

为全面推进学生资助工作
精准化，近日，高青县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在高青三中举办了全
县学生资助档案现场观摩活动，
来自全县的资助业务人员校代
表共60余人参加了现场观摩活
动。旨在，使全体资助业务人员
对国家资助政策有更加深入的
了解和认识，进一步规范资助工
作流程，规范资助档案管理，提
升学生资助管理人员的政策业
务水平。 (樊武田 李曰强)

高青县学生资助档案

观摩活动在高青三中举行

组长公开课 沂源二中新
学期继续推行备课组长公开课
制度。旨在，强化课堂效果，提
升课堂质量，实现课堂大容
量、高效率。 (刘念华)

演讲比赛获奖 近日，在
沂源县教体系统“弘扬高尚师德

潜心立德树人”演讲比赛中。
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青年教
师秦如心荣获一等奖。(王均升)

落实八个精心 新学期，沂
源三中提出“精心制定教育教学
计划、精心开发课程资源、精心
备课、精心上课等八个精心，增
强教师的责任感。 (江秀德)

教育论坛 为打造一支教
育思想先进、师德高尚、工作扎
实、业务过硬的高素质校干队伍，
近日，桓台县起凤镇举行第一届
校长、园长教育论坛。 (巩新华)

近日，桓台县实验中学开
展了本学期的校本课程自主选
课活动。据悉，多年来，该校一
直积极努力探索全面育人的方
法策略，学校层面积极引导，创
设条件；教师层面上下求索，不
断地开发适合学生的校本课
程，努力丰富学校校本课程的
内容，以期满足每一个学生的
需要。 (陈烨 卢静)

【学科美育篇】

汲汲取取先先贤贤智智慧慧 助助力力幸幸福福成成长长
淄博市周村区城北中学举行初一新生拜师礼

本报记者 陈伟
通讯员 李强 王宝强

周村区城北中学校长韩恒吉
致辞：孔子作为我国著名的大思
想家、大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教育所做
出的卓越贡献和深远思想影响，
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今天

的拜师礼则是学生幸福人生之
“始”。学生的拜师，正式开启初
中的读书求学之路，成人成才之
路，幸福成长之路。并援引《论
语》中的名言警句以及习总书记
对全国师生的殷切期望和嘱托，
分别对老师、学生、家长提出了
希望和要求。

拜师礼活动从“正衣冠”开始：

自正衣冠，亲正衣冠，大抵为人，先
要身体端整；随后全体师生、家长
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行三鞠躬礼，
先师孔子，博学知礼，是我学童，立
身楷模；接着，初一任课教师上
场，接受全体家长和学生的拜师
礼，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启蒙
教师，诲人不倦；然后，杨波副校
长和学生代表上前击鼓鸣志，以

示对全体同学家长的激励和劝
勉；最后，宋晓丽老师带领全体师
生家长齐诵经典《论语》选句。

初一新生在孔子像前举行
“拜师礼”是周村区城北中学历
史上的第一次，是新生入学课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初一
同学“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杜绝手机进校园 为加强
校园管理，促进学生的学习，身
心健康，近日，沂源县鲁村中学
开展了“杜绝手机进校园，从我
做起”教育宣传活动。(杨朝群)

传承红色基因 “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淄川区黑旺中学
团委在祖国69华诞之际，开展了

“传承红色基因·十一向国旗敬
礼”系列活动。(李小惠 张翠平)

世界邮政日期间，齐都花
园小学组织了“邮政知识进校
园”系列活动。向同学们介绍了
邮政知识，让同学们了解世界邮
政发展的历程。同学们还展示了
和老师共同用邮票设计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图片。(刘金路)

临淄区齐都花园小学：

邮政知识进校园

为进行优良革命传统教育，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近日，
皇城一中开展了“弘扬沂蒙精
神，承传红色基因”专题讲座。
宣讲、继承沂蒙人民吃苦耐
劳、勇往直前、开拓奋进、艰苦
创业、无私奉献革命精神。(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举办弘扬沂蒙精神讲座

为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
建设，提高教职工的政治素质
和职业道德修养，建设一支

“双一流”教师队伍，近日，高青
县实验小学对全校120名教职
工做“践行师德，做四有好教
师”师德培训。(贾文学 王姿)

高青县实验小学：

做四有好教师师德培训

近日，花沟学区中心小学
召开新学期师德师风建设会议。
倡导全体教师要树立正确的教
育观、质量观，增强工作责任意
识、大局意识，自觉加强道德修
养，陶冶道德情操，爱岗敬业，严
谨笃学，爱生乐教。 (周成明)

高青县花沟学区中心小学：

举行弘扬高尚师德活动

近日，皇城第二中学召开
工会工作会议。解读2018年工
会工作计划，总结经验，提升
工作时效性。推进学校民主监
督与管理，关心教职工的工作
与生活，真正发挥基层工会
的桥梁纽带作用。 (郭强)

临淄区皇城二中：

召开工会工作会议

为丰富校园生活，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创高生动活泼的
育人环境，日前，凤凰镇召口
小学每学期的“社团自选超
市”如期“开张营业”。本次社团
种类有：书法、美术剪纸、奇迹创
意、话剧等近二十个。(张希慧)

临淄区召口小学：

社团自选超市开张

为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爱国
主义情感，近日，张店二中各班
在班主任老师的组织下，举行了

“传承红色基因，向国旗敬礼”爱
国主义主题班会。以朗诵爱国诗
篇、歌唱歌颂祖国歌曲等活动形
式向祖国致敬。(刘洁 张继丹)

张店二中：

举行爱国主义主题班会

朱台镇中心小学大力推
进教师层级发展工作，坚持问
题导向，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有计划地开展教师专业成长提
升活动。一是提高认识，规范组
织。二是加强宣传，增进沟通。三
是科学规划，机制激励。(郭庆)

临淄区朱台镇中心小学：

助力教师层级发展


	Y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