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增强全体教职工的消防
安全意识，提高防范和抗御火灾
的能力，熟练使用消防设施(灭
火器、消防栓），近日,桓台县实验
中学邀请消防安全校长开展了
消防安全知识及消防灭火器使
用技能的培训。 (卢静 王丽)

桓台县实验中学：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学

校的传播和普及，提高学生艺术修养
和文化修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近日，张店二中成功举办“戏曲进
校园”活动。老艺术家们精湛的戏曲
表演唤起学生了解、熟悉、热爱中国
戏曲高尚热情。 (卞迎春 张继丹)

张店二中：

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

为激发全校教师和学生
家长的读书兴趣,营造学校、家
庭和社会浓郁的读书氛围，打
造学习型教师与家长群体，努
力构建“书香智慧校园”，近
日，高青县实验小学举办家校

“同读一本书”活动。 (贾文学)

高青县实验小学：

举办同读一本书活动

马桥实验学校为了更好地
了解家长教育孩子所面临的问
题，利用家长微信群和QQ群，
向家长征集教育孩子所面临的
困惑，并精心抽调学校骨干教
师为家长答疑解惑。受到了家
长的一致好评。(胡志强 王鑫)

桓台县马桥实验学校：

举行订单式家庭教育

家访活动 为让家长及
时了解孩子的在校表现和学
习情况。近日，沂源县张家坡
镇冯家圈小学组织开展家访
活动。 (任晓寒 沈传红)

纸杯叠叠乐 近日，沂
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园开展了

“玩转废旧纸杯”活动，锻炼
孩子们手部的灵活与协调。

(蒋红)

教学比武 为继续推动学校
课改工作，沂源县悦庄镇埠村希
望小学开展了教师课堂教学比武
活动。营造教师间互相学习、互相
促进的学习氛围。 (崔君玉)

召开教学质量分析会 为加强
教学管理，发现和改进教学工作中的
不足，促进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近
日，沂源县大张庄镇松崮小学召开了
期中教学质量分析会。 房立玲）

家长开放日活动 为让家
长全面了解孩子在园的学习、
生活及成长情况，近日，沂源县
振兴路幼儿园举行了家长开放
日活动。 (张太丽 宋志霞)

区域评比活动 近日，沂
源县南麻街道西台幼儿园开展
区域评比活动。目的是督促教
师充分发挥区域活动对幼儿教
育的积极作用。 (周娜)

开发乡土资源 本学期，
桓台县马桥镇陈庄幼儿园开发
与研究乡土资源，形成特色课
程体系，围绕幼儿个体差异，实
现因材施教。 （王晓丽）

食堂食品自查自纠 为确
保配餐食堂经营规范安全有序，
近日，沂源县大张庄镇中心小学
开展学校配餐食堂食品自查自
纠安全检查活动。 （唐家帅）

讲普通话活动 沂源县南
麻街道东高庄小学以精细化管
理年为契机，深入开展“讲普通
话，写规范字”活动。 (王晓莉)

提升家校育人水平 近日，
沂源县韩旺中心学校通过视频
会议参加全县组织的“如何设计
班级家长会的培训会”，全面提
升家校育人水平。 (张希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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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校园建设是构建和谐
校园的一项具体行动，对促进学
校的改革、发展、稳定具有重要意
义。”接受记者采访时，高青二中
校长司观俊说道。近年来，高青二
中全面落实文明校园创建“六个
好”标准，今年六月被立项为市级
文明校园。该校凝心聚力，狠抓落
实，为建成质量高、有特色、环境
好的高品位文明校园注入了强大
动力。

夯实思想基础

凝聚奋进力量

组织全体师生深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围绕“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这一主题，认真开展“传承
红色基因”、“新时代好少年”、“劳
动最美”和爱国主义为主题的系
列教育实践活动。知行合一，帮助
学生迈好人生第一步。

同时，学校立足实际，创建
“小善大美”德育品牌，打造特色
德育课程，创新开展德育活动，规
范行为习惯养成；适时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帮助学生塑造阳光正
直心灵。内外兼修，多途径提高学
生综合素养。

锤炼领导班子

强化组织保障

创新开展党的建设工作，积
极建设学习、服务、创新型党组
织，党务公开落实到位；高度重
视意识形态工作，深化“‘253’--
树旗帜·筑堡垒”特色党建服务
品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获淄
博市党建带团建先进单位。同
时，以党员干部和教师为主体的
志愿者服务队，积极开展精准扶
贫、政策宣讲、关爱老人等多项
校内外志愿服务，充分发挥广大
干部在文明校园创建中的先锋
模范作用。

建设教师队伍

铸就师德师魂

深入开展师德师风教育，严
格遵守职业规范，层层签订规范
从教责任书、承诺书；推举师德模
范，弘扬正能量。完善分层培训制
度，建立成长档案，落实课时要
求，大力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健
全班主任选拔、培养、培训等成长

机制，提升综合素养，多途径提高
工作积极性。

认真贯彻落实《山东省中小
学德育一体化指导纲要》，推进全
员育人、全科育人机制，尤其针对
特殊学生群体，开展生活、学习等
多方面帮扶工作。

完善校园文化

挖掘发展内涵

加强文明创建，在学校教室
内外设置固化公益广告，认真开
展文明班级、文明宿舍等创建
活动；开足传统文化课程，举
办中华经典诵读、国学小名士
等比赛；开展戏曲、书法等文
化传承活动；紧扣清明、端午、
中秋、春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开
展系列主题教育。

同时，紧扣“至善”文化核
心，凝练“三风一训”，挖掘学校
内涵。多次举办校园文化节、艺
术节等活动，涵养育人文化气
息。打造精神家园，涵养存善
心、行善举、扬善行的人文环
境，潜移默化中形成积极向上
的情绪体验，逐步形成内容丰
富多彩，格调健康向上，既充
满生机活力又促进师生共同
发展的文化氛围。

优化校园环境

倡导文明风尚

该校紧紧围绕美丽校园和智
慧校园两大主题，加大投资，校园
的软硬件建设再上新台阶。加强美
化绿化，建设走廊、广场文化，校园
环境清新怡人；加快重点项目建
设，仅今年暑假，学生宿舍、学校
主干道路改造一新，新餐厅建设
顺利完成并投入使用，努力营建
环境优美、文明智能的育人环境。

校园安全大于天，该校高度重
视校园安全。建全安全制度，实施
警校联动，完善上下学管理制度，
按时开展安全教育和防火、防震、
防空等演练活动。积极摸排巡查周
边隐患，保证周边环境安定和谐。
建设生态校园。加强环保教育，组
织师生开展“拒放烟花爆竹”、“守
护淄博蓝”等生态主题活动。

近年来，高青县第二中学先
后荣获“全国零犯罪学校”、“淄博
市德育先进学校”、“淄博市平安
和谐校园”等国家、省市县近百项
荣誉。

校园因文明更美丽，教育因文
明更精彩。高青县第二中学将继续
深化文明校园创建活动，让文明之
花盛开在美丽的二中校园。

协协同同进进取取 推推进进文文明明和和谐谐校校园园建建设设
——— 淄博市高青县第二中学市级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纪实

紧抓课后服务工作 为解决
学生家长接送学生方面的烦心
事、操心事，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
能力，沂源县东里镇龙王峪小学
积极开展课后服务工作。(陈德启)

普法安全教育 近日，
沂源县大张庄镇政府普法宣
讲团成员到大张庄镇中心幼
儿园为幼儿讲解安全教育常
识。 (李春田)

爱心捐助山区贫困生 近日，
淄博市五金机电商会爱心公益捐助
活动在沂源县徐家庄中心学校举
行。他们给该校34名贫困学生每人
发放了文具盒、笔、笔记本等学习用
品一套和现金200元。 (孙晓)

教师基本功展示 为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展示教师风貌，提高
教师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沂
源县中庄镇中心小学近日举行教
师硬笔书法比赛。(张芳 孙宵晓)

推门听课活动 为进一步
检验教师队伍的备课情况，检验
学生的上课效果，近日，沂源县
河湖中学组织各备课组，进行随
机的推门听课活动。 (王恩国)

11月16—19日，2019年山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 )“机器人技术应
用”、“虚拟现实(VR)制作与应用”赛项比
赛在淄博市工业学校成功举行。山东省
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教所文化研究室主任
范冬梅，山东省教育厅职教处科长赵朝
晖，淄博市教育局调研员谷虹，临淄区人
民政府副区长李玲等出席开赛式暨赛项
说明会。区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区教
体局局长刘学军主持开赛式。 (刘强)

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两个赛项在淄博市成功举行

11月14日，在高青县第九届全民健
身运动会“田横杯”第五届武术操比赛
中，高青五中武术操代表队凭借出色的
临场发挥、过硬的技能水平、新颖的编
排形式、昂扬的精神面貌，获得本次大
赛初中组一等奖，实现该项目三连冠。

一直以来，该校高度重视学生体质
健康工作，不仅严格落实《体育与健康》
课程，还深入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确保
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 (王冬)

高青五中：

获县武术操比赛三连冠

为推进教师全员读书活
动，近日，马桥镇中心学校开展
读书交流活动。本次活动以提
倡读书为主旨，以交流读书心
得为主要目的，内容丰富。在交
流会上，来自中小学的教师代
表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
角度做了精彩的诠释，谈了对
读书活动的心得，让参与分享
的师生受益匪浅。(胡志强)

桓台县马桥镇中心学校：

开展读书交流活动

近日，淄川区北关小学区
域名优教师送课活动在黑旺中
心小学举行。旨在落实区域教
研活动计划，促进区域校际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教育资
源共享，增强区域教研工作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 (赵鹏)

淄川区黑旺中心校：

承办名优教师送课活动

近日，潘南小学北校区
迎来了淄博市文化局和淄
博教育局共同举办的“戏曲
进校园”活动，淄博市追梦
皮影艺术团为学生们送来
一场“皮影盛宴”。除带来
精彩的演出以外，还有演出
人员和学生的互动，演出人
员拿着皮影让孩子们摸一
摸，摆一摆，动一动，更是
让学生们体验了一把皮影
剧。 (王莉娜 于倩倩)

张店区潘南小学北校区：

传承非遗皮影艺术

近日，由淄博市教研室
组织开展的“到高青送教交
流活动”英语学科的教研活
动在田镇学区中心小学举
行，市、县教研员相关领导、
两名骨干送教教师和全县
英语教师参加。活动中，由
张店区人民东路小学的彭
蔚蔚老师、周村区实验学校
的辛璐老师和田镇学区中
心小学的杜文凤老师分别
上了一节精彩的英语示范
课。 (高玮)

市教研室到高青送教交流活动

走进高青县田镇学区

张店四中：

开展禁毒宣传主题教育

为做好青少年毒品
预防教育，进一步增强学
生的识毒、防毒、拒毒能
力 ,有效预防和减少青少
年学生涉毒问题的发生，
近日，张店四中安全办开
展禁毒宣传主题教育活
动。该校十分重视禁毒宣
传，对各项禁毒宣传工作
不遗余力。 (崔金华)

张店九中：

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近日，张店九中各班学
生志愿服务队在家委会的组
织下走进九级村老年公寓，
开展“我是老人小助手”文明
实践活动。同学们在老年公
寓给老人朗读诗歌，表演节
目，帮老人整理家务，教老人
用手机等，以实际行动“尊老
敬老，爱老助老”。进一步弘
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
美德。 (商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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