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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激情情与与梦梦想想碰碰撞撞，，生生命命与与活活力力相相拥拥
济宁市霍家街小学阳光体育节开幕

本报济宁11月28日讯(记
者 姬生辉 周伟佳 通讯
员 黄莉梅 ) 11月20日下
午，济宁市霍家街小学阳光
体育节暨第二届校长杯篮球
联赛开幕。此次活动也是济
宁市霍家街小学庆祝建校7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开幕式在庄严的国歌
声中拉开序幕。随后，济宁
市霍家街小学李玲玲校长
致辞。“学校体育节是集教
育性、趣味性、安全性、可观
性为一体的体育文化盛会，
是学校‘和雅教育’办学思

想的重要体现。”李玲玲称，
相信本次体育节会成为学
生增强体质、磨砺意志、提
升修养、促进发展的平台，
成为学校展现校园文化特
色的大舞台。

济宁市任城区教体局
党委委员、全民健身指导中
心主任王红，对学校近年来
坚持立德树人办学宗旨、扎
实推进素质教育等方面所
取得的成绩，给予赞扬及肯
定，并希望继续发扬“弘毅
自强、追求卓越”的霍小精
神，开创霍小体育工作的新

局面。最后，刘运泰督学宣
布济宁市霍家街小学2018
阳光体育节开幕，并为“校
长杯”三对三篮球联赛开
球。

据悉，本次体育节将开
展各学段学生的校长杯三
对三篮球联赛、校长杯五人
制足球联赛、跳长短绳、田
径、广播操等项目，活动历
时两个月。通过本届阳光体
育节，让学生养成热爱体育
锻炼的好习惯，通过参加丰
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享受运
动，享受快乐，享受健康。

本报济宁11月28日讯(记
者 姬生辉 周伟佳 通讯
员 褚复航) 日前，济宁七
中结合学校资源开设了“科
普体验课程”。各年级利用大
课间组织学生到校园科技馆
学习体验，开启神奇的科技
之旅。

本次“科普体验课程”
采取讲解和参观相结合的
方式。在馆内，讲解员引导

学生们依次参观了物理世
界、生命科学、数学天地、生
活常识以及机械魅力五个
展区，学生通过直观的方式
认识了物理、生物、数学等
科学知识，通过情景的模
拟，学会正确处理生活中常
见的意外。

期间，学生们被各种精
巧的科学实验器材吸引，一
边相互探讨科学原理，一边

兴奋地做着记录，显示出了
高昂的学习热情。体验结束
后，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兴趣
组成学习小组，组内进行科
技实践、合作体验、探究活
动。

据介绍，通过开展“科普
体验课程”，提升了学生的科
学素养，使同学们对科学产
生了极大的兴趣，进一步丰
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体体验验科科学学魅魅力力，，开开启启科科技技之之旅旅
济宁七中开设“科普体验课程”，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加加强强法法制制教教育育,,共共建建和和谐谐校校园园
济宁市南池小学开展预防校园欺凌法制讲座

本报济宁11月28日讯(记
者 周伟佳 通讯员 袁
媛) 11月23日，济宁市南池
小学邀请山东文思达律师事
务所阴明律师开展了一堂精
彩的法制讲座。讲座主题为

“预防校园欺凌”，以此增强
小学生法制教育，提高未成
年人自我防护意识。

“什么是校园欺凌”“哪
些行为属于校园欺凌”“当欺

凌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应
对？”“校园欺凌的代价”……
活动中，阴明律师分别从四
个方面详细的进行阐述。通
过喜闻乐见的动画形象串联
故事，对同学们进行校园法
律常识的普及，介绍了预防
和阻止校园欺凌的有效方
法。同时，倡议全校师生拒绝
校园欺凌，共创阳光校园。期
间，阴律师通过游戏、问答与

同学进行亲密互动，现场气
氛活跃。

南池小学校长沙军表
示，通过开展讲座，增强了学
生的法制观念，让学生懂得
了如何用法律的武器合法维
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并提醒
学生，遭遇校园暴力伤害时，
应及时告知家长和老师，必
要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
身的正当权益。

葛校园快讯

济宁市北门里中心小学
家校协力，科学育子

本报济宁11月28日讯
(记者 姬生辉 周伟佳
通讯员 吕林林) 11月23
日，济宁市北门里中心小学
召开了全校学生家长会，引
导家长更多地关注孩子，关
注学校，关注教育。

家长会上，学校老师
就“家校协力 科学育子”
等方面向家长们提出了建
议，并分享了成功案列。任
课教师表示，希望家长们
重视非语文数学等学科的

学习，为教育好孩子共同
努力。最后，各班班主任针
对创建文明城市这一主题
在家长会上进行了介绍，
希望家长以身作则，家校
合力共创文明城。会后，家
长们对本次家长会给予了
高度评价。

据介绍，活动的举办将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更好
融合，良好的校内外育人环
境，促进学校教学工作的发
展。

济宁市运河实验中学
携手共努力，同创文明城

本报济宁11月28日讯
(记者 姬生辉 周伟佳
通讯员 刘明) 11月23日，
济宁市教育局第四片区创
城督导工作现场会议在济
宁市运河实验中学召开。

会议上，市教科院陈伟
书记对教育包保网格员作
了职责解读，他解说了包和
保在创城工作中的具体含
义，包保人应该承担的义务
和责任，并对下一步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

随后，济宁市运河实

验中学卢惠林校长作了创
城工作经验介绍。他说，学
校 即 将 迎 来 首 次 实 地 考
评，要做好各项准备，确保
高质量通过各级测评。市
教育局副调研员孙恒民主
持会议并作了总结，他肯
定了各单位、学校在创城
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下
一 阶 段 的 工 作 目 标 和 任
务。会后，与会人员进行了
创城工作成果观摩，实地
查看了济宁市运河实验中
学创城工作情况。

济宁市永丰街中心小学
家校携手共铸学生美好明天

本报济宁11月28日讯
(记者 姬生辉 周伟佳
通讯员 常颖) 11月21日，
济宁市永丰街中心小学召
开了期中家长会，进一步加
强家校间的密切联系。

家长会上，学校领导
向家长们提出教育孩子的
建议，希望家长加强与学
校、孩子的沟通，为共同教
育好孩子而努力。随后，各

班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介绍
了学生在校学习、表现情
况。并就如何正确引导孩
子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以
及学生安全等问题与家长
们进行了交流与沟通。期
间，家长们踊跃发言，与老
师进行积极互动。纷纷表
示今后将密切配合学校，
为共铸孩子美好的明天而
努力。

趣趣味味
美美术术展展

11月24日，兖州区东御桥小学教育集团举办美术作品展。展览包
含线描、剪纸、儿童画、纸浮雕、手工制作等作品，一幅幅充满童真、
童趣的儿童绘画，一件件制作精美的手工作品，成为校园中一道亮
丽的风景，展示着新时代省级文明校园的新面貌、新风采。

本报记者 周伟佳 通讯员 杨福海 摄

济宁市第八中学

开展廉洁书画作品创作展

本报济宁11月28日讯
(记者 姬生辉 周伟佳
通讯员 史铮铮 刘晴)
日前，济宁市第八中学开
展了廉洁书画作品创作活
动。进一步加强了校园廉
政文化建设，营造“以廉为
荣、以贪为耻”的氛围。

活动中，针对孩子们
的创作，济宁八中书画社
团的指导老师孙鹏和李玉
印给予孩子们积极的评
价，并提出改进意见，帮助
孩子们完善书画作品。硬

笔书法《爱莲说》，绘画《铭
于心 见于行》，漫画《踏石
留印，抓铁有痕》……一幅
幅作品通过不同的艺术形
式凸显着“廉洁”的主题，
展示着孩子们对廉洁文化
的传承，让人耳目一新。

据悉，本次展出的作
品题材主要涉及廉诗廉
联、格言警句、梅兰竹菊
等，作品紧扣廉政文化主
题，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廉
洁文化氛围，为学生树立
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H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