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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德育工作是学校实
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
过程和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
方面。铝城第一中学始终把学
生的德育工作摆在学习各项
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立德树
人，遵循“进德铸新”的核心理
念，营造了德育教育无小事，
时时处处皆育人的良好局面。
该校德育教育引导学生形成
了健全的人格，促进了学生全
面发展。铝城一中成为山东省
和淄博市心理健康研究会会
员，是淄博市绿色文明家园、
淄博市首批依法治校示范校、
淄博市心理健康教育实验学
校、淄博市中小学三星级心理
咨询室学校、淄博市第二批法
制宣传教育示范基地(张店区
唯一一所中学)。荣获山东省
心理健康教育先进集体，淄博
市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淄
博市心理健康教育先进单位

和淄博市优秀家长学校等荣
誉称号。2017年4月，成功申报
了全国“零犯罪学校”的创建
工作。

坚持德育为先，提升学生
的道德素养。铝城一中以青少
年思想道德建设为核心，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则，以
成就教育为主线，开展了爱国
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民族
精神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心存
感恩教育、法制安全教育、青春
期心理健康教育、自省自悟教
育，帮助学生树立了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构建德育一体化课程，加
强德育校本课程引领。铝城一
中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
根本任务，坚持“德融于心、智
践于行”的校训，统筹课程育
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环
境育人，使德育与智育、体育、
美育有机融合，推动实现全员
育人、全科育人、文化育人、实
践育人、环境育人。根据不同
年龄段学生具备的心理和生
理的特点，加强德育课题研

究，构建符合各个级部特点的
德育校本课程体系：初一始业
课程和家校共育课程，初二青
春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初三
责任感、成就感教育课程，初
四人生规划课程、励志教育课
程和毕业典礼课程，高一初高
中学习方式衔接适应、初步规
划三年生涯、良好的行为习惯
养成教育课程，高二理想信
念、追逐梦想、生涯规划完善
教育课程，高三强化学生的升
学意识、感恩家长和老师意
识，做好人生规划和为理想拼
搏的奋进意识教育课程。

建立健全全员育人新机
制，多元评价促学生争优创
先。铝城一中全力推行全员导
师制，积极发挥以班主任为核
心的班教育组、以级部主任为
核心的级部教育组、以家校共
育课堂为平台的家校合作管理
的作用，研讨、参与班级事务管
理，有针对性地展开育人。进一
步加强班级文化阵地建设和提
升宿舍环境，通过卫生、纪律、
住校生优胜班级评选，完善校

内助(奖)学金评选办法，利用
班级成果展台、学校宣传橱
窗、班会、国旗下讲话、升旗仪
式，强化文明育人环境，培养
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

开展德育课题研究，为提
升德育实效注入活力。铝城一
中承担的山东省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不同类型学生心理健
康状况研究》于2008年3月顺利
结题。承担的山东省教育科学
规划课题《班级心理辅导课的
实践探索与研究》于2010年7月
顺利结题。承担的国家基础
教育实验中心重点课题《中
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行动研
究》子课题《学生不良个性的
表现、成因与教育对策的研
究》于2016年11月顺利结题，
并被评为一等奖。承担的全
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
课题《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装
备拓宽中学生德育教育途径
的研究》于2016年6月结题。系
列课题的研究提升了德育科
研效能，创新了德育模式，提
升了德育实效。

【德育教育篇】

立立德德树树人人 进进德德铸铸新新 以以美美育育人人
——— 淄博市张店区铝城第一中学“德育教育”系列报道之三

本学期，朱台镇高阳小学在
开足开齐国家课程的基础上，把
地方课程、校本课程跨学科融
合，开设了丰富多彩的社团活
动。旨在，让学生在活动中培养
兴趣，发现自己，超越自己，从而
创新更美的自己。 (闫肃)

临淄区高阳小学：

社团繁花开放

近日，齐都花园小学重新
梳理、建设了“幸福像花儿一
样”的学校核心价值体系，并在
临淄教育微信公共平台进行了
展播。展播后，全校学生和家长
迅速掀起了“共学学校文化，全
家幸福成长”的高潮。(刘金路)

临淄区齐都花园小学：

掀起共学学校文化高潮

高青县木李学区中心小学：

“咬定”教研不放松

为贯彻生本教育理念，打
造高效课堂，本学期，木李学区
中心小学重视校级教研、学科
教研和年级组教研“三级教研”
网络建设。并积极为老师搭建
沟通交流平台，分享经验、取长
补短、共同成长。 (刘玉功)

日前，敬仲一小举行了“新
基础教育理念进课堂”校级研讨
活动。此次活动持续了一周，以
语数外三科为主，结合新基础教
育理念，任课教师各上了一节研
讨课。利用周五半日教研时间进
行了评课。 （崔红艳）

临淄区敬仲一小：

举行校级研讨活动

浓浓敬老情 重阳节之
际，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组
织部分学生志愿者来到镇敬
老院，看望住在这里的老人，
送上特别的节日祝福。(董其永)

心理健康讲座 为帮助学
生克服心理疾患，打造阳光健
康心理。近日，沂源三中邀请县
第二人民医院医生到校开展心
理健康讲座。 (江秀德)

陪伴老人过节 近日，沂
源县悦庄镇葛家庄幼儿园开
展了主题为“感恩重阳，老幼
同乐”系列活动。孩子们与社
区的老人们一起联欢。(苏云)

科普报告百校行 近日，
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等单位共同承办开展的“2018年
山东省青少年科普报告百校
行、希望行”活动走进桓台县鱼
龙中学、起凤中学。 (巩新华)

为弘扬中华民族爱老敬老
的传统美德，重阳节之际，张店
四中举行重阳节系列活动。倡
议，每位教师为父母做一顿可
口的节日餐，整理一下家务，陪
父母聊聊天。形成爱老、敬老良
好家风，弘扬正能量。(崔金华)

张店四中：

开展重阳节敬老活动

为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加强教师对教育教学的研究，有
效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效率，近
日，康平小学语文、数学组开展
同课异构活动。达到了相互学
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共同提
高的目的。 (徐媛媛 肖向光)

临淄区康平小学：

开展同课异构活动

临淄区召口小学：

开展用电安全教育

日前，凤凰镇供电所的专业
人员到召口小学，开展安全用电
进校园活动。专业技术人员结合
发生在身边的用电事故，以互
动的形式向学生宣传普及安
全用电知识，并向孩子们发放
了安全用电宣传册。(边秀书)

为加强教师师德教育，近
日，高青县花沟中心小学举行

“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
宣誓活动。开展师德师风建设主
题教育活动，引导教师严谨治学，
严于律己，树立良好的师德形象，
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刘会聪)

高青县花沟中心小学：

举行弘扬高尚师德活动

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切实关爱贫困
学生，日前，桓台县实验中学工
会主席蔡兆金、副校长袁丽莉
及志愿者代表走访慰问了部分
贫困生家庭。

活动过程中，老师们与学
生家长亲切交流、促膝谈心，详
细了解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和
实际困难，并向家长反馈了孩
子们在校的学习和生活状况，
听取学生家长对学校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同时鼓励学生家长
要坚定信心、克服暂时苦难，与
学校携手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顺利完成学业。 (卢静 罗冬)

桓台县实验中学：

走访慰问贫困学生家庭

张店二中：

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

为进一步深化学校党建工
作，推进党员干部培训工作的
科学化、制度化及规范化，近
日，高青县实验小学召开了以

“抓问题短板精准施策，以活力
擦亮党建品牌”为主题的全体
党员干部会议。此次会议以“抓
问题短板精准施策”为发展格
局，以“内涵发展、质量提升”为
基本定位，明确了学校发展方
向，提升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意
识和组织凝聚力，激发了学校
发展活力。 (张璇 李宁)

高青县实验小学：

抓问题短板精准施策

近日，从淄博市中小学生
百灵艺术节音乐类比赛成绩公
示中获知，皇城一中在该项活
动中连获三项一等奖，其中一
项冲进省赛。比赛中，皇城一中
的舞蹈节目《雎兮》、朗诵《背
叛》、校园情景剧《中国妈妈》均
获一等奖，其中校园情景剧《中
国妈妈》更是被推荐至省参加
新一轮的比赛。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市百灵艺术节上连获奖

情浓重阳 近日，沂源县
历山街道鲁山路幼儿园结合
重阳节走进社区养老院，开展
了走访慰问和送温暖的敬老
活动。 (张宗叶)

向国旗敬礼 近日，沂源县
石桥中学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十一向国旗敬礼”活动。教育同
学们珍惜幸福生活，做讲道德讲
文明的人。 (王承海 杜春坤)

敬老院打扫卫生 重阳
节之际，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
校组织团员去张家坡敬老院，
看望敬老院老人，并帮助他们
打扫卫生。(田发强 王均升)

爱心图书捐赠 近日，山
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爱心图
书捐赠仪式在淄川黑旺中心小
学举行，旨在帮助同学们读好
书，开阔视野。 (赵鹏)

本报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周进

近来，高青一中在德育序
列化的基础上，改革创新，探
索学校德育品牌化，打造了高
青一中德育鲜艳招牌。

班会教育品牌化 系统
编制班会教案，有序安排教
育内容；推出精品班会展示，
创新班会课堂样式。励志、感
恩、节俭、文明、团结、宽容等
内容走入班会，讲故事、树典
型、课堂剧、朗诵会、歌曲连

唱等形式融入课堂。近来，该
校多份德育教案、多堂精品
班会被推荐到上级教育部
门。

社团组织品牌化 挑选
精力充沛、积极向上的青年教
师，充实社团指导教师队伍；
精心打造社团活动，创建叫得
响的社团团体。近来，该校话
剧社、辩论社等社团发展迅
速。辩论社选派选手参加市高

中生辩论大赛，获一等奖。
节日活动品牌化 整合

活动形式，提高活动时效；梳
理节日类型，凸显传统精神。
依托国旗下讲话、主题活动、
志愿服务等形式，借助端午
节、中秋节、国庆节、春节等
节日节点，开展承继传统、倡
导文明等教育。近来，传统过
节、文明出行已经成为学校
风尚。

高高青青一一中中创创建建德德育育品品牌牌化化学学校校

近日，张店二中开展“弘扬
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
代”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王福勇
校长要求大家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贯彻落实总书记在全
国教育工作大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希望全体教职工弘扬爱国
奋斗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国
家发展伟业，融入到学校“双一
流”建设，在教学中作示范，在
科研中作模范，在师德师风中
作典范，齐心协力共同建设卓
越二中，立足岗位书写爱国爱
校之志。 (张继丹)

攀爬游戏活动 为培养孩
子自信勇敢的品质，近日，沂源
县振兴路幼儿园开展了“挑战自
我，攀爬游戏”，本次活动根据幼
儿身心特点设置。 (张太丽)

举行省课题论证会 近日，
省教育科学课题开题论证会在
沂源二中举行。评议专家以及市
县教研室领导，沂源县承担的3
个省课题组成员参会。(刘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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