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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1月14日
讯(通讯员 王超 李
红丽 记者 姬生辉

周伟佳) 为进一步
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11月13日，金乡学院
附小举办了以“立君子
品 做儒雅人”为主题
的法治教育报告会。

报告会上，学校邀
请金乡县公安局拘留

所副所长周丹作了专
题报告。他结合大家熟
知的《弟子规》中“孝
悌”“谨信”等核心思
想，将法律知识融汇于
趣味的故事之中，告诫
青少年，从小就要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学生们
在接受法治教育的同
时，感悟民族文化的魅
力，以健康的心态正确
处理问题，促进身心健

康成长。
金乡学院附小始

终坚持以“立德树人”
为宗旨，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培养学生

“高雅之情、儒雅之气、
娴熟之艺、健康之美、
创新之魂”,促进学生性
格、气质、情怀等内在
品质的提高，帮助每一
位孩子发现自己，成就
自己。

实实现现一一次次办办结结，，让让群群众众满满意意
金乡教体局多措并举助推放管服改革

本报济宁11月14日讯(通讯员
王超 张朝伟 记者 姬生辉 周
伟佳) 根据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审
批服务“一次办好”要求，日前，金乡
县教体局许可服务科与各职能科室
密切配合，聚力“一次办好”事项，让
办事群众尽享改革红利。

金乡县教体局借鉴经验，结合金
乡教育实际，梳理编制民办教育机构
(学历、非学历)“一链办理”服务指
南、流程反复优化再造、材料反复梳
理精减、办理时限反复压缩。教体局
许可服务科针对全链条办理实施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措施，确
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主动牵头工
商、民政、食药、消防等部门，真正实
现一次办结，让群众满意。

同时，为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行
为，提高行政审批效能，申办人到窗
口咨询、办理审批服务事项，窗口工
作人员一次性书面告知应准备的材
料、手续或不予受理办理的理由，做
到一次性书面告知服务对象申办事
项所需的全部资料。同时，积极推进
实施“一表申请”，申办人办理许可事
项时只需填写“一张表格”，向“一个
窗口”提交“一套材料”。受理审核批
准后直接办结出证。

此外，金乡县教体局借助官方微
信公众号和招生报名平台,进行报名
申请材料网上提交，扫描审核，助力
入学入园网上一次办好。信息基本实
现与房管、不动产、公安、人社、税务、
工商、供电、供暖、自来水等相关部门
对接共享，基本实现入学入园网上
办、一次办。同时，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持续推进“减证便民”行动，救助资助
资格积极实行与民政、残联、镇街政
府、(村、社区)居委会对接共享信息，
让受助对象少跑路、甚至不跑路。

为了让申报流程清晰、明了，金
乡县教体局许可服务科编制服务指
南和业务受理手册并细化分解申报
流程，把原来简洁版的申报流程做成
了“有图有真相”的详解版，并对整个
申报流程文字做了语音讲解；在微信
公众号发布简洁版、PPT版网上申报
流程，做到申请材料明白、申报流程
清晰，群众办事更加方便快捷。

金金乡乡县县开开展展教教学学研研活活动动
提提升升教教师师专专业业水水平平

本报济宁11月14日
讯 (通讯员 王超 赵
丽 记者 姬生辉
周伟佳 ) 为深入开展
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改
革，提高教师信息技术
课堂效率和教师专业
成长水平，日前，金乡
县举办了小学信息技
术新教材培训暨高效
课堂教学研讨活动。

活动中，金乡县
综合实践名师工作室
成员李新华老师，作

了信息技术新教材解
析及讲座。他针对各
册教材的编写思路、
教材呈现、资源建设
等方面做出了详细阐
述，对新教材涉及软
件scranio、flash等进行
了图文并茂的示范讲
解。

随后，该工作室
成员、金乡县东城小
学的王洪伟老师给大
家展示了一节精彩的
教学研讨课。王老师

以小组的形式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为
广大教师提供了有益
的借鉴。期间，与会人
员进行了教学研讨，
大家畅所欲言，对如
何更好地开展小组评
价和学生激励方面提
出了建议。本次活动，
为全县小学信息技术
改革奠定了牢靠的基
础，让新教材不再“新
鲜”，使软件变得更加
通俗易懂。

金金乡乡学学院院附附属属小小学学
举举办办法法制制教教育育报报告告会会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徒徒步步研研学学感感悟悟传传统统文文化化魅魅力力

本报济宁11月14日
讯 (记者 姬生辉 周
伟佳 ) 为了加强学生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了解和认识，11月10日，
曲阜师范大学附小一年
级二班的师生走进尼山
圣境，开启了以“亲近大
自然，为爱行走，发扬传
统文化”为主题的徒步
研学活动。

上午 9点，一年级
二班的同学们开启了6
公里的徒步之旅。活动
中，学生严格遵守交通
规则、文明有礼、坚持
徒步完成。到达目的地

后，同学们参观了72米
高的金色孔子铜像及
大学堂，感悟先贤圣人
的思想源流。“徒步活
动考验了同学们的团
队协作能力，相信通过
这样的训练，同学们的
友谊会越来越紧密，班
级凝聚力也将更加紧
密。”一年级带队的孔
老师表示，在徒步过程
中，培养了同学们的组
织协调能力、毅力、耐
挫力，让他们学会分工
合作，这些收获对学生
一生的成长都将发挥
积极作用。

济宁市琵琶山中心小学

举举行行中中华华经经典典诵诵读读活活动动

本报济宁11月14日
讯 (记者 姬生辉 周
伟佳) 11月13日，济宁
市琵琶山中心小学一年
级一班举行了“乐雅会”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孩
子和家长一起诵读经
典，使学校教育与家庭
教育充分结合。

学生向老师和家长
行礼后，活动正式开始。
师生诵读《爱莲说》、《三
字经》、《古诗75首》，现
场学习并背诵了《诗经·
卫风·木瓜》。活动最后，

学生分组进行了《歇后
语儿歌100首》、《谚语儿
歌100首》的比赛，最后
评 选 出 了“ 国 学 小 名
士”。

据介绍，学校通过
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
动，使学生在记忆力最
好的时候，受到传统文
化的熏陶，提高文化底
蕴。今后，学校将积极倡
导全校师生进行中华经
典诗文诵读活动，引导
学生拥有乐学的精神，
儒雅的气质。

济宁市第十五中学

教教师师参参加加教教学学成成果果展展示示活活动动

济宁市北门里中心小学

开开展展文文明明创创城城工工作作推推进进会会

本报济宁11月14日
讯 (记者 姬生辉 周
伟佳 通讯员 刘镇

杨恒奇) 11月8日，
第八届“省际初中教学
研究合作发展联盟”教
学成果展示活动，在青
海省西宁一中举行。活
动以培养学生关键能
力为宗旨，设置了专家
报告、校长论坛、同课
异构及经验交流活动。
济宁十五中一行七人
在周喆直校长的带领
下参加了本次活动。

活动中，杨振文、
张婷两位老师参加了
同课异构，两节课设计
理念先进，注重学生关
键能力的培养，展示了
学校教师的教学魅力。
期间，周校长等带队领
导全程参与了听课、评
课活动，鼓励参会教师
基于实践、勤于反思，
及时把活动的学习成
果传递到学校各教研
组，为十五中打造高效
课堂、走特色发展贡献
力量。

本报济宁11月14日
讯(记者 姬生辉 周伟
佳 通讯员 吕林林)
为推进学校创城的各项
工作，日前，济宁市北门
里中心小学在报告厅开
展文明创城工作推进
会，对学校文明创城工
作进行再发动。

会上，校长张庆荣
强调全体教师做实做细

“创城”各项工作，确保
学校“创城”不拖后腿，
以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活
动来推动创城工作的开
展。张校长还针对学校

自查自纠过程中暴露的
问题清单进行了一一解
析，要求责任人第一时
间整改到位，杜绝问题
的蔓延和发展。

下一步，学校将继
续加大创城力度，动员
全体师生及家长力量，
营造班班参与、人人投
入的舆论氛围，为把北
门小学建设成为学校
发展好、学生素质好、
校园环境好、创建氛围
好的文明校园、平安校
园 、和 谐 校 园 贡 献 力
量。

遇遇见见更更好好

的的自自己己
11月7日晚，在山东

理工职业学院体院馆内，
国际教育学院2018级迎新
晚会暨年度表彰颁奖典
礼隆重举行。本次晚会以

“遇见更好的自己”为主
题，全校师生为大家奉上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
盛宴。活动还设置了澳大
利亚悉尼分会场，师生与
学院赴澳留学生进行现
场连线。

本报记者 周伟佳
通讯员 郭强 庄子

帆 袁琳 摄

张志远 金乡县第二实验小学书法教师
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金乡县书协美协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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