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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刷一新的门窗、墙面，
新铺设的塑胶场地和功能室
地板革，新建的幼儿园食堂置
办的锅灶、蒸饭车等厨房用品
和幼儿旱厕……走到起凤镇
的各个幼儿园，发现各园面貌
焕然一新，师生们的精神面貌
也更加饱满。这得益于起凤镇
党委、政府一直以来对学前教
育工作的关心和各村两委、村
办企业及知名人士的大力支
持。今年以来，该镇共筹措投
资100余万元改善园所面貌。

镇中心幼儿园，积极协调
鱼一、鱼二村委共投资13余万
元，进行教学楼外墙粉刷、大

门整修、门厅顶部防水、改造
厕所、排水沟疏通、种植园甬
路铺设等工程。近期华沟村委
为华沟幼儿园的楼顶进行防
水、外墙加固、寝室内部修理，
安装防护网，对锅炉房、自来
水线路改造共计13余万元。鱼
龙第二幼儿园积极协调鱼三、
鱼四村委投资25余万元，用于
教室、楼道铺设塑胶地面、楼
顶钢结构防水等工程。西三幼
儿园为迎接省级示范园的创
建工作，积极筹措资金30余万
元进行了卫生间改造、沙池建
设、板房施工、院墙改造、地面
混凝土施工、长廊建设、屋面
防水、门厅及功能室墙面刮瓷
等工程。夏庄幼儿园积极与夏
庄办事处、七村委及夏四村知

名人士田孝京筹措资金20余
万元新建幼儿食堂。

众人拾柴火焰高。起凤镇
党委、政府和各村对教育投入
的每一件事都落到实处，充分
带动村办企业及知名人士捐
资助学。夏四村主任田孝京慷
慨解囊个人捐款15余万元用
于夏庄幼儿园的食堂建设，泰
宝集团、起凤茂宁整骨医院、仁
丰特材、盛华建筑公司、义伟农
业、华沟银屑病医院、鱼龙办事
处、夏庄办事处等驻村企业的
领导及知名人士每逢教师节、
六一儿童节等节日竞相到学校
走访慰问师生们。正是这些爱
心人士尊师重教的行为，极大
改善了起凤镇学前教育的办
学条件，为农村娃娃们的健康

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亮点频现硕果丰。在起

凤镇党委、政府和全镇各村
“两委”及企业、爱心人士的
大力支持下，全镇学前教育
工 作 取 得 了 可 喜 成 绩 。仅
2018年，镇中心幼儿园、华沟
幼儿园、鱼二幼儿园获县学
校安全工作先进单位、教学
工作先进单位等5个奖项，6
名幼儿教师获县教学工作优
秀教师。今年3月份以乡土资
源挖掘和利用为主的镇域教
研成果在全县展示推广，6月
份镇中心幼儿园在全市乡土
资源课题汇报会上做了题为

《利用乡土资源开展游戏活
动》的典型发言，得到了全市
同行的高度评价。

为为村村里里娃娃创创造造更更好好的的成成长长环环境境
——— 淄博市桓台县起凤镇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侧记 为帮助学困生走出低谷，崔

张小学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学困生帮扶策略。一是分析成
因，帮助学困生制定学期进步计
划，使之“跳一跳，能够摘到桃
子”。二是充分发挥小组合作学
习的作用，确定“兵教兵”结对帮
扶。三是要求教师利用每周的
课外活动时间，指导学困生学
习。四是教师与学生家长积极
沟通，共同关心学生成长。五是
建立学困生成长记录，积累学
困生转化经验。 (于守江)

高青县田镇崔张小学：

五步帮助学困生“脱贫”

日前，淄川区实验幼儿园举
行了为期3天的对家长半日开放
活动。为保证活动扎实有效的开
展，各个班级根据本班幼儿的年
龄特点、班级特色制定了开放日
活动实施方案及具体活动安排。
有家长会、家长大讲堂，体验观
摩集体教育活动、特色教育成果
展示、亲子制作、亲子户外游戏
等，亲身体验幼儿园的日常管
理、教育理念，充分感受到幼儿
健康成长的快乐。 (马永群)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半日开放活动

临淄二中：

扎实推进师德行风建设

急性白血病，可怕的字眼，人间的恶魔。2018年，年终岁尾，这一可
怕恶魔悄然降临在刚满50岁的尚绪国老师头上。人生的天平瞬间倾
斜，美好的生活陷入困境。尚老师的妻子辞去售货员工作，全身心筹措

钱款照料尚老师，尚老师的女儿也几度要中断研究生学业，赚钱给父治病。
疾病无情，人间有爱。最先投入爱的奉献的是沂源县沂河源的老师们，老师们进行了自发捐款。

同时该校老师积极转发“水滴筹”到自己的朋友圈和qq群，学校多方联系熟悉的单位和个人，尽最大
能力扩大筹款的渠道，打响生命保卫战。 (张吉爱)

为建设更加清廉、务实、高
效和安全、稳定、和谐的学校发
展环境。本学期，临淄区第二中
学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深入部
署、积极开展校园“廉洁风、诚
信风、正教风、兴学风”的建设
活动，以此推动整治校园“庸、
懒、散、奢”活动的深入开展。通
过这些活动，使教师进一步明
确了工作目标 ,端正了教学态
度，规范了从教行为，推进了师
德行风建设的步伐。 (郑军)

高阳小学重视学生良好写字
习惯的养成，强调在学生练习执
笔时,教师要注意巡视，并进行指
导纠正,确保学生形成写字的好
习惯。并借助多媒体播放正确的
坐姿及不良的坐姿,让学生认识
到不良坐姿的危害性。 (丁业之)

临淄区朱台镇高阳小学：

培养学生良好写字习惯

为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
文化，提升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近日，傅家镇中心小学开展了

“诵读红色经典，弘扬沂蒙精神”
主题诵读活动。学生们学习了
沂蒙六姐妹、孟良崮战役等故
事，激发了爱国情怀。 (王群)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举行经典诵读活动

张店九中：

召开校园安全专题会

近日，张店九中召开校园
安全专题会。会上要求：班主任
要牢固树立“安全工作重于泰
山”的思想，要认真落实学校各
项安全措施，警钟长鸣，抓好学
生行为规范教育，扎实有效做
好各项安全工作。 (商明珠)

为加强学生安全防范意识
和提高自救互救能力，近日，皇
城一中开展了“防灾减灾”系列
教育活动。据悉，活动有紧急疏
散演练，也有防灾减灾演讲，还
有防灾减灾主题班会等。增强了
学生安全自救自护能力。(李波)

为更好地开展冬季体育运
动，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团
结、拼搏的精神，近日，杨坊完全
小学举行了冬季跳绳比赛活动。
据悉，该校以此为契机，秉承每
天锻炼1小时的健康理念，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张海宗)

高青县木李镇杨坊完全小学：

举行冬季跳绳比赛活动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近
日，遄台小学开展了“齐国成语
故事演讲”及经典诗文诵读展
示活动，还开展了“书香校园”
系列展示活动。构建了有特色
的书香校园文化。

(于伟)

临淄区遄台小学：

开展读书系列活动

临淄区桓公小学：

开展传统文化辩论赛

为更好的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近日，桓公小学开展了
中国古代历史名人辩论赛活动。
辩论场面热火朝天。激烈的唇枪
舌战，不仅锻炼了口语表达，还
加深了学生对历史名人的了解，
更好的弘扬了传统文化。(杨阳)

为促进家校间的沟通交流，
让家长了解孩子的在校表现以
及学校对于孩子成长的各方面
的要求，将家校共育工作落到实
处，近日，花沟学区中心小学举
行了“同行共爱”家长会活动。达
到了共育英才的目的。(周成明)

高青县花沟学区中心小学：

举行同行共爱活动

召开家长会 为加强学生
的安全教育和学习习惯教育，近
日，沂源县鲁村镇徐家庄中心学
校召开了期中学生家长会，促进
学生的健康发展。 (孙晓)

成立广播站 为提升校园
文化品位，提高学生文化修养，
近日,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成
立了“校园之声”广播站，丰富了
校园文化生活。(刘勇 王均升)

教师基本功比武 为进一
步提升教师的职业素质，提高教
师教学基本技能，近日，桓台县起
凤镇华沟小学举行了教师教学
基本功大赛及展示活动。(刘晓东)

保护耕地教育 近日，沂源县
南麻街道教体办和南麻国土所在
辖区小学联合开展了以“保护耕
地，珍惜资源”为主题的系列教育
活动，营造了珍惜和保护国土资源
的浓厚氛围。 (李峰云 宋秀丽)

感恩父母活动 近日,沂源
县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
感恩父母活动。让孩子们深深感
受到父母的爱，更加懂得感恩父
母！ (任余玉 段连红)

消防安全演练 为提高师
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增强防火自
救逃生能力，近日，沂源三中以

“消防安全，牢记在心”为主题开
展了消防安全演练。 (江秀德)

疏散演练活动 为增强全
校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消
防应急逃生本领，近日，沂源县
历山街道荆山路小学开展了消
防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孙静)

温暖过冬活动 近日，沂源
县鲁村镇中心小学开展了温暖过
冬活动，本着应暖尽暖、安全供
暖、标准供暖的原则，多措并举，
做好供暖保障工作。 (房秀伟)

为推进学校教学工作的开
放与交流，加强教师与学校、家
庭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了解，促
进教育方法、教学手段的改革和
学校内涵的提升，近日，高青县
实验小学举行了“生本智慧课
堂”社会开放日活动。 (贾文学)

高青县实验小学：

举行社会开放日活动

为加强少先队建设，近日，
高城学区中心小学开展了“三
个注重”思想教育活动。注重仪
式教育，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
设；注重节日教育，形成合力，多
方共育；注重榜样教育，激发学
生追求上进的积极性。(邵明国)

高青县高城学区中心小学：

开展三个注重教育活动

常规体检活动 为加强
学生体质检测，防控学生常见
疾病和传染病。近日，桓台县
实验中学开展了一年一度的
常规体检活动。(罗冬 周恒)

家园共育 为促进家长和
学校之间的交流，实现家校教育
合力，确保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近日，沂源县燕崖镇中心幼儿园
举行了家长开放日活动。(张霞)

临淄区皇城一中：

开展防灾减灾教育活动

疾病无情，人间有爱

近日，铝城一中党支部召开
了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
工作。本次组织生活会严格按照
程序要求和方法步骤进行。认真
做好6个环节的工作，制定了《张
店铝城一中组织生活会和民主
评议党员工作方案》，组织了党
的基础知识学习。 (赵永志)

张店区铝城一中党支部：

召开组织生活会

为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德育
工作，展示各中等职业学校“文
明风采”大赛成果，促进德育工
作创新，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
近日，淄博市中等职业学校“文
明风采”作品展示会暨班主任
论坛在淄博市工业学校成功举
办。 (刘强)

淄博市中职学校作品展

在市工业学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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