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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周
进) 近日，由共青团淄博市委、淄博市
教育局、淄博市学生联合会共同举办的

“寻访2019年度“最美中学(职)生”活动结
果正式揭晓。高青一中杨昌赫同学荣获
淄博市“最美中学(职)生”称号。

杨昌赫同学以其优异的学业成绩、
乐于助人的事迹以及在书法、音乐、科
技、奥赛等方面的出色表现，被校、县逐

级推报，并在全市“最美中学(职)生”风
采展示活动中，通过内容充实、表述精
彩的演讲，经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大众评
审团现场投票，高票当选。

据悉，高青一中坚决落实“三全育
人”，特别注重以课程育人、管理育人、
活动育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等形式，
为阳光学子的全面发展建构起多彩平
台。

高青一中杨昌赫同学当选
2019年度淄博市“最美中学(职)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刘莹莹

近日，淄博市教研室副主任李奉
利带领市名师团队到高青五中开展初
中化学、地理名师送教交流活动。高青
县教体局副局长王爱国、县教研室主
任董林、副主任代晓冰陪同参加活动。

送教课兼顾新授和复习两种课
型。专题复习课，有方法指导，有自主

学习，有点拨提升，紧凑高效。新授课
目标明确、线索清晰、层层推进，水到
渠成。既高效的达成了学习目标，又根
植了学科思想。

活动提升了教师教学设计的能
力、把握教材变化和复习方向及方法
的能力、与生活相联系的能力，有利于
学校教学与高水平学校、教师接轨，促
进教育教学质量提高。

市教研室到高青五中
开展名师送教交流研讨活动

日前，山东省示范幼儿园评估组组长
张小永等一行对高青县田镇学区中心幼儿
园开展了省级示范幼儿园复评评估工作，
评估组专家对幼儿园园舍设备、园务管理、
队伍建设、保育保健、教育教学、幼儿发展
等方面工作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指导
与评估。进一步使该园提升办园理念，巩固
办园成果，深化办园内涵。 (孙国平）

高青县田镇学区中心幼儿园：

迎省级示范园复评评估
近日，中庄镇中心小学召开“语文主

题学习”专题座谈会。该校校长焦玉安肯
定了学校在语文主题学习方面取得的成
绩并强调了语文主题学习实验的重要
性。刘琴老师，做了语文主题学习典型经
验汇报。全体语文老师提出了自己在语
文主题学习实验过程中的困惑，并进行
了交流。 (刘琴 张芳)

沂源县中庄镇中心小学：

召开语文主题学习座谈会

近日，张店二中举办音体美技术学
科论坛。赵红光校长作了培训和指导，
强调音体美技术学科的重要性，要求老
师们要有明确的目标，要勇敢改变，不
断进步，对学生的培养要首先关注学生
的整体素养，关注学生个性化发展；课
堂要以技能为本，素养为基，培养学生
对学科的整体理解。(范成云 张继丹)

张店区第二中学：

举办音体美技术学科论坛

近日，淄博市教研室张家军老师带领
送教交流活动名师团队到高青三中开展
初中生物名师送教交流活动。周村区城北
中学宓雪老师和桓台县城南学校于敏老
师分别执教了《观察动物细胞》和《人的性
别遗传》两课。她们注重让学生联系生活实
际，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能动性，落实核
心素养，达到高效的学习目标。(王克锋)

市教研室到高青三中

开展名师送教交流活动

近日，张店九中开展了以“让书香飘
满校园”为主题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以

“义卖”的形式，交流好书。此前，该校下发
了活动实施方案和通知，倡导通过“义卖”
实现好书共享；并对各班的活动场地进
行了统一规划。该活动架起了学生交流
图书、共享“悦读”的桥梁，同时，发挥了图
书的最大效益。 (商明珠)

张店九中：

开展让书香飘满校园活动

为了不断加强共同体幼儿园之间的
交流，进一步提升教师的集体教学水平
和环境创设能力，近日，淄川区学前教育
共同体实验幼儿园片区9所共同体幼儿
园、及城区13所幼儿园的幼教辅导员、园
长、老师们在淄川区实验幼儿园举行了
共同体成立后的第一次交流研讨活动。

(马永群)

淄川区学前教育交流研讨
在淄川区实验幼儿园举行

为进一步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更
好地开展学生管理工作，搭建互相学
习、相互交流的平台，帮助更多的班主
任老师找到班级管理和家校共育的新
思路、好方法，使学校德育工作更顺利
更有序开展，近日，桓台县实验中学举
办了“加强学生管理成就优秀班级”教
育论坛。 (卢静 周志坤)

桓台县实验中学：

加强管理成就优秀班级
为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

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激励广大教
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奋发有
为。近日，起凤小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向
人民教育家于漪学习的活动。广大教师纷
纷表示，要以于漪老师为榜样，投身教学
一线，争做“四有好老师”，为祖国的教育
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田文静)

桓台县起凤小学：

开展向于漪学习活动

近日，高青县教育局教研室一行5
人到花沟学区中心小学开展教学常规
视导工作。本次视导涉及到语文、数
学、英语、品德、信息、科学等学科，分
素养抽测、常规材料检查、听评课、反
馈建议等环节进行。各科教研员对老
师们的课作了精准剖析，还与相关学科
老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周成明)

高青县教研室到花沟学区中心小学

开展教学常规视导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教师队伍建设，
促进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近日，齐德学校开展未来课堂培
训。培训老师主要对如何在FEG软件上资
源载入、图标隐藏、快捷插入图片、文字、
音视频、网络资源等功能进行了详细的
讲解。并就课堂中教师端与学生端如何
进行互动，进行了实践操作。 (王灵凤)

张店区齐德学校：

开展未来课堂培训活动

近日，傅家镇中心小学党支部开
展11月份主题党日活动。各党小组观
看《榜样4》并依据自身实际展开交流。
各党员纷纷表示要向榜样看齐，学习
榜样身上的高贵品质，用实际行动践
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自身
岗位，着力为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做
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李瑞雪）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开展学习榜样党日活动

近日，高青县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霍秀芹、副校长荆延兵、张兴禹在政
教处主任马立立及班主任的陪同下对部
分学生进行家访。家访过程中，学校领导
与学生家长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详细了
解了学生的家庭生活状况以及孩子平时
在家里的表现。并对家庭教育、学习习惯
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改进建议。 (董丽君)

高青县实验小学：

开展校领导带队家访活动

课堂教学研讨 为促进教
师专业素养的提升，关注学情、
改进策略、促进成长，近日，沂
源县大张庄镇中心小学举行课
堂教学研讨活动。（唐家帅）

开展校内评课活动 为督
促教师高效备课，提高备课质量
和课堂教学质量，近日，沂源县
河湖中学组织各学科组进行了
听课评课活动。 (张荣)

锯末绘画创意 近日，沂源
县悦庄镇中心幼儿园举行了通
过巧妙的黏合，制作出各种原生
态、立体感强的锯末画。提高幼
儿审美能力。 (王安婷)

做生活小主人活动 为培养
小学生自主生活的能力，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近日，沂源县张家
坡中心学校扎实开展“做生活的
小主人”主题教育活动。(任晓寒)

户外建构活动 近日，沂源
县振兴路幼儿园组织大一班孩子
们开展大型建构活动。据悉，该活
动是一种融思维、操作、艺术和创
造为一体的活动。(任慧 陈晓燕)

课堂教学大比武 为了不
断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效率，促
进教师专业化发展，近日，沂源
县鲁阳小学开展了课堂教学大
比武活动。 (孙崇丽 刘静)

家长开放日活动 近日，沂
源县韩旺中心学校举行家长开
放日活动，家长走进学校与学生
一起听课、就餐，体验学生的日
常生活。 (张希亮)

教育精准扶贫 为进一步推
进教育精准扶贫，使教育资助政
策惠及更多学生。近日，沂源县西
里镇中心小学积极走访入户，把
教育扶贫落到实处。 (郝丰亮)

城乡联片教研 按照县教研
室统一部署和安排，近日，沂源县
大张庄中学成功承办了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城乡联片教研暨同
课异构活动。 （祝丰远）

病毒预防教育 为增加师生
的卫生健康知识，提高师生的冬
季疾病的防治能力，近日，沂源县
鲁山路小学开展了《诺如病毒预
防知识》教育活动。 （王晗）

举办骨干教师示范课 近
日，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举办
骨干教师示范课。充分发挥骨干
教师的示范作用。为教师创造互
观互学、交流研讨机会。(任晓寒)

自主游戏活动 近日，沂
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幼儿园组
织孩子们开展了自主游戏活
动。激发了幼儿参加游戏活动
的兴趣。 (唐甜甜)

开展贫困生入户调查 为
贯彻落实贫困生补助政策，摸清
贫困生对象的实际生活状况，近
日，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开展贫
困生入户调查。(刘霞 夏巧凤)

三年规划课题活动 近
日，由沂源县振兴路小学牵头
举办的三年规划重点课题--
学校管理的机制改革与水平提
升课题组第一次活动成功举
行。 (杨继学)

实验教学技能培训会 近
日，沂源县南麻教体办组织开展
了有教研员、教务主任、任课教师
参加的小学科学实验教学技能培
训会。 (李峰云)

消防安全教育 为加强学
校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近
日，沂源县徐家庄中心学校邀请
县消防大队驻鲁村镇徐家庄支
队的消防队员，到校开展了消防
安全教育培训演练活动。(孙晓)

举办党课报告会 近日，沂源
县大张庄镇中心小学承办镇教体
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沂源红师
德宣讲团大张庄专场暨党总支书
记党课报告会活动。（伊西友）

向人民楷模学习 近日，沂
源县西里镇中心小学积极开展
向人民楷模朱彦夫学习活动。图
为西里镇中心小学师生代表参
观朱彦夫事迹展馆。（郝丰亮)

“双报到”志愿服务 近日，
沂源县新城路小学党支部根据沂
源县河源社区党员“双报到”要
求，组织党员定期参加社区志愿
服务活动，热心服务群众。(周太军)

精细化管理上水平 近期，
沂源县悦庄镇中心小学认真落实
县教体局“精细化管理年”方案精
神，召开专题会议，多举措强化学
校精细化管理。(徐凤生 陈志先)


	Y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