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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北辛街道北关小学组织开展了“爱牙日”主题教育活动。活
动中，对学生进行了以“关爱自己、保护牙齿”为主要内容的爱牙宣传教育。通过富有童趣的
幻灯片、充满哲理的小故事等方式向学生讲授了龋齿形成的原因、过程以及危害,并告诉学
生正确预防龋齿的秘密武器：健康饮食、正确刷牙、窝沟封闭、定期检查、及时治疗。学生从
中学习到了爱牙护牙的知识，增长了保护牙齿的技能。 （通讯员 周燕 摄）

本报讯 “我是光荣的人
民教师，面对国旗，我庄严宣
誓：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9月19日，滕州市柴胡店中学
开展师德宣誓活动。本次活动
的开展，让全体教职员工感到
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进一
步增强了教职工教书育人的责
任感和事业心，为学生健康成

长提供可靠的师德保障。
宣誓完毕后，全体教职工在

师德承诺书上郑重的签上了自
己的名字。大家纷纷表示，在
以后的教学中要谨遵誓词，用
宣誓词来检验自己的一言一
行，做到言行一致，做一个无愧
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优秀教
师。 （通讯员 刘恒法）

柴胡店中学开展师德宣誓活动

本报讯 东沙河镇各学校幼儿园根据镇教委的安排部
署，于新学期开学前组织专人对各自单位全面开展了一次校
园安全大检查活动。

各单位对校舍安全、消防安全、实验室、食堂和校园“三
防”等方面的进行专项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并做好台账
记录，责任到人，确保学校校舍及各类设施、设备均能安全正
常使用，切实做到不漏过每一栋校舍、不漏过每一种设施、不
漏过每一个部位、不漏过每一道环节。对检查出的隐患和问
题，迅速进行了整改。 （通讯员 魏广民 龙猛）

东沙河镇各学校幼儿园举行安全大检查活动

本报讯 新学期开学初，滕州市东沙河镇
教委联合镇派出所、综治办、安监中队、食药所、
供电站等部门，对辖区内的学校、幼儿园进行了

一次拉网式综合大检查，此次检查活动历时3
天，对27个单位共提出121条隐患整改意见。

（通讯员 魏广民 龙猛）

东沙河镇教委举行拉网式综合大检查

本报讯 新学期开学伊
始，东沙河镇教委适时部署安
全教育月活动，要求各学校幼
儿园要充分利用校园广播、宣
传栏、国旗下讲话、主题班

会、军训活动、家长会、教职
工会议等途径，多形式开展师
生安全教育，真正做到把安全
教育作为新学期开学第一课抓
实抓好。

要围绕交通、防溺水、饮
食卫生、行为养成、防拥挤踩
踏、防诈骗、心理健康等主
题，结合各时间节点，依据本
校师生实际，选择安全教育内

容，加强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
传授。

安 全 教 育 月 活 动 按 照
《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
指南》 要求，组织师生开展

应急疏散演练，切实提高安
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

（通讯员 魏广民 龙猛）

东沙河镇教委适时部署安全教育月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东沙
河镇中心小学邀请山东社
安消防服务中心任超教官
对全体教职工进行了消防
安全知识培训。任教官介
绍了电器火灾、燃气火灾、
车辆火灾发生的原因及火

灾发生初期的自救知识，
大量残酷的事实让大家认
识到了安全使用电器、燃
气的重要性。任教官还详
细讲解了各种消防自救器
材的用途、使用方法及注
意事项，以避免在火灾发

生时造成更大的危害。
此次消防知识的普

及，让大家学会了正确救
火及自救，提高了教职员
工的消防意识和消防灭火
的实际操作能力。

（通讯员 赵允）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进校园

本报讯 为加强学校安全工作，提高师生安全意识，龙泉
街道孙堂小学近日举行了安全专题教育主题班会。

此次活动以“消防安全、用电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
为主题，以班级为单位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有的班级由班主
任通过生动案例形象地阐述安全的重要性；有的班级学生畅
所欲言讨论学生中存在的缺乏安全意识的现象，各班级通过
多样化的形式，给每个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课，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让学生掌
握紧急状态下自救自护的基本方法，教育学生牢固树立安全
观念。 （通讯员 冯延骏）

关注生命 珍爱生命

本报讯 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近日大坞镇和福小学召
开了交通安全事故案例教育主题班会，以案释法，保障师生安
全出行。

为搞好本次活动，该校精心筹划和准备，成立了以孔德尚
校长为组长的安全教育领导小组，学校统一制作了交通安全
事故案例教育多媒体课件，然后组织学生观看了交通事故案
例视频，视频以鲜活的事例、惨痛的教训，让学生知道遵守交
通秩序的重要性。此次交通安全事故案例教育主题班会的召
开，加固了师生交通安全防线，对遵守交通秩序有了更高的认
识，也促进了平安校园的建设。 （通讯员 孔德尚 马洪苓）

和福小学以案释法保障师生安全出行

本报讯 安全工作是学校工作中的一件
大事，也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近日大坞
镇立里小学王校长组织师生进一步对校园安
全隐患进行排查和整改。

本次重点对厕所、教室、学生活动场所
及电路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排查，对发现的问
题立即解决，并且利用课余时间对全校学生

进行了安全知识宣传和教育，让学生受益匪
浅。表示要以这次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
动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安全工作各项规章
制度，杜绝校园不安全事故的发生，为广大
师生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环境。

（通讯员 王昌瑚）

大坞镇立里小学紧绷“安全弦”

本报讯 为了增强学生安
全意识，提高学生自救互救的
能力以及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和自救能力，9月19日下午，南
沙河镇冯庄小学举行了安全疏
散演练。

在演练开始之前，该校各
班学生在班主任的带领下，认
真学习了防火、防震的相关知
识，让学生清楚在火灾、地震发
生时，应该如何安全撤离。演
练开始后，全体学生按照预定
方案、预定路线，安全、有序、迅
速的撤离到安全地带集中。疏

散演练结束后，全体师生在操
场集中，由安全办马修刚主任
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部
分学生亲自操作灭火器进行灭
火。分管安全的王校长对演练
活动作了总结，指出本次疏散
演练过程中存在的优点和不
足，再次向同学们强调了疏散
演练的重要，同时又给同学们
普及了科学防火防震避震的知
识。通过本次演练，切实加强
了学校的安全教育工作，为创
建“ 平 安 和 谐 校 园 ”夯 实 基
础。 （通讯员 王学禄）

南沙河镇冯庄小学举行安全疏散演练

本报讯 为加强校园安全防范，进一步巩固平安校园建
设成果，针对学校安全管理要求和学生校内活动特点，滕州市
东沙河镇中心小学积极推行课间网格化巡查制度，强化课间
的安全管理。

学校把学生活动区域分成13网格，每个课间都有教师佩
戴巡查标牌在对应网格进行安全巡查，第一时间发现、教育、
处理校园内出现的安全隐患及学生危险活动，引导学生到平
坦的场地做有益的游戏。此项活动的开展，避免了学生课间
活动意外事故的发生，营造了安全、稳定、文明、健康、和谐的
育人环境，有效保障了学校各项工作稳定健康有序开展。

（通讯员 赵允）

推行网格化巡查 强化课间安全管理

为进一步加强教师和幼儿对突发事件的灵活应变能力，使幼儿从小培
养消防意识，掌握更多的自救、逃生、自我保护的具体方法，近日西岗镇中心
幼儿园（西园）举行了消防及应急疏散演练活动，旨在培养教师和幼儿掌握
正确的逃生要领，从容应对火灾等突发事件。图为后勤主任指导教职工使
用灭火器的演练。 （通讯员 满莹 蔡成振 摄）

本报讯 为预防和应对电信诈骗，确保学生家庭免受不
法侵害，近日南沙河镇西古石小学配合镇派出所开展了防范
电信诈骗犯罪宣传活动。

该校通过发放致全体学生及家长的一封信、当面解说、制
作宣传材料等方式，让家长了解电信诈骗的有关防范知识，提
醒群众如何识别多种多样的电信诈骗犯罪手段，动员广大家
长积极行动起来，向亲友、同事、邻居宣传防范知识，防止个人
及家庭信息外泄，遇到可疑情况要多与亲戚、朋友商议，并及
时拨打公安机关、金融等部门的常用客服电话进行多方查证
核实，确保尽量避免上当受骗。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宣传和警
示效果，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赞评。（通讯员 朱广俊）

西古石小学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

本报讯 为增强学生和家长预防网络电信诈骗安全意
识，9月19日上午，东沙河镇中心小学各班召开“增强安全防
范意识，谨防网络电信诈骗”主题班会。

主题班会课上，老师们发放了东沙河派出所印制的《致学
生家长一封信》。主要介绍了“淘宝退款”诈骗、“虚假中奖”诈
骗、“冒充公检法”诈骗等14种诈骗行为的作案手法和防范知
识。随后，老师们还通过演小品，讲故事等方法教育学生防范
电信诈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持警惕，遇到事情要告知父
母。班主任还通过家校通，班级QQ群或微信群加强广大家
长预防网络电信诈骗教育。 （通讯员 赵允）

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谨防网络电信诈骗

本报讯 近日，至善中学
组织全校二百余名教职工进行
新学期间政治理论学习。开班
仪式上，校长李继海同志作了
动员报告，号召老师们增强服
务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
讲成绩、讲规矩、讲团结、讲奉
献，上下一心，齐心协力，努力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学校党总支书记孟楠同志
传达了“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

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的要
求；工会朱军主席领学了《中小
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小
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
办法》；团委丁伟书记领学了

《关于开展全省机关事业单位
“吃空饷”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
通知》、滕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滕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实施意见的通
知》等文件。（通讯员 任亮）

至善中学组织新学期政治学习

本报讯 开学后，羊
庄镇中心小学为了进一步
做好学校安全教育工作，
积极开展了安全教育活
动。

本次安全教育活动主
要围绕“安全永记心中，共
创平安校园”这个主题，师
生共同学习探讨校园安
全、交通安全、活动安全、

饮食安全等。本次安全教
育活动，形式多样，通过观
看安全教育视频、主题班
会、发放致家长的一封公
开信、利用广播、橱窗宣
传、国旗下讲话、安全活动
课等形式，不断增强学生
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
我保护能力，有效地避免
和预防意外伤害。

安全教 育 活 动 的 开
展，使学生安全知识面
更广了，安全意识更强
了，对安全的理解更深
了。促进了学生科学健
康生活、文明守纪的良
好生活习惯的养成，保
证了本学期教育教学工
作的顺利进行。

（通讯员 孔庆明 孔令明）

安全永记心中，共创平安校园

晚饭后爸爸领着我在楼下花园旁
边散步。花园里鲜花盛开，竞相开
放。花园在鲜花和绿叶的映衬下就像
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走在花园内的的
小径上有一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我们走到了一个有假山的地方，
我对从假山底部长出的小草产生了兴
趣。小草生长的地方大约处在大石头
的中间，所幸小草的顶端还有三四厘
米的缝隙,小草扎根于大地，攀附着石
壁，蜿蜒曲折向着阳光努力而又顽强
的生长着。在它的努力下，终于从石
缝中探出了头。这时小草才能感受到
轻轻的风、丝丝的雨、清新的空气、温

暖的阳光。
爸爸说小草的生命是短暂的，一

到深秋小草便由绿变黄，渐渐枯萎
了。但在短暂生命的历程中，石缝中
的小草朝阳光生长，不向命运低头，追
求美好的生活。这种不屈服、不放弃、
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值得们学习的。

以前我学习中遇到困难总想着避

开或放弃，而没有想到要去解决，从这
棵小草身上我察觉到了自已的不足。
今后，在学习中生活中遇到困难我一
定要想办法去克服他、解决他。我要
向小草学习，要通过自已的努力掌握
更多知识，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将来更好的回报社会、为社会服务。

（辅导老师 刘新）

小 草
实验小学三年级三班 赵子航

昨天，小记者的老师给我们小记者的家长
打电话说：“明天有个活动。小记者们要去抱
犊崮游览采风，可以带家长去。”因为我的爸爸
妈妈很忙没有空，所以我只能自己去。第二天
7点多，我叔叔就把我送到了龙庄小学校门口。

上车之后，我们先乘车去了中心校与中心
校的同学汇合。因为中心校那辆车坐不下，所
以有几位中心校同学上了我们这辆车。满老
师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对开车的司机说：“龙庄
小学门口还有晚到的同学，我们要回去接他
们。”他们上了车我们就出发了。

还没到目的地，我就看见了路两边绵延起

伏的山丘。进入抱犊崮景区，我看到了一种没
见过的树，老师说那是板栗树。越向前走，植
被越茂密，山也越来越高了。

我们先去了 115 师纪念园。在老师的带
领下，我们看到了许多抗战时期用的煤油灯、
锁、纺车、手枪、子弹、大刀、机枪等军事武器和
日常用品。老师还给我们讲了英勇善战、爱兵
爱民的王麓水将军的故事。

然后我们来到了抱犊崮。刚一进去，就看
到了许多风铃。一阵风吹来，风铃晃动发出的
声音美妙极了！我们先去了百鸟园，百鸟园像
一片小森林，各种各样的鸟在里面无忧无虑的

生活。突然，一只孔雀飞上了树枝，漂亮极
了！孔雀的羽毛颜色分明，只可惜没看到孔雀
开屏！我还看到鸸鹋、火鸡等鸟类，鸸鹋身躯
庞大，有着长脖子，腿很粗壮，每只脚掌有四个
脚趾，比较温顺，而火鸡就比较凶猛。参观完
百鸟园，我们去了高坡滑草，虽然只有短短的
几秒钟但很刺激。

午饭时间到了，满老师给了我们3个小时
的自由活动，3点在门口集合。有的同学去吃
饭，有的同学和家长一起登崮顶，有的同学就
去休息。到了 3 点集合、点名完，我们就高高
兴兴地坐车回家了。

今天去 115 师纪念园、抱犊崮，了解了革
命时期的英雄事迹，看到了美丽的风景，学到
了许多在学校里没有学过的知识，今天过得既
开心又充实！

（辅导老师 金文勇）

抱犊崮游记
龙庄小学 五年级二班 王渝萌

大暑的第二天，酷暑时节，太阳
在天上火辣辣地照着。我和学校的
其他小记者一起到八路军115师纪
念园和抱犊崮国家级森林公园游
玩。

我们参观的第一个景点是八路
军115师抗日纪念园。那里面有许
多伟大的人物，在抗战时的115师，
据我所知就出了两位元帅，两位将
军。

第二个景点是抱犊崮国家级森
林公园。导游先带我们去百鸟园，
那里有孔雀、鸵鸟、犀鸟、大白鹅等
鸟类。我最喜欢那个头大的鸵鸟。

它好像很饿，看到我手中的食物，一
个劲的往我这边跑。笑死我了！

导游又带我们参观了高坡滑草
场，许多小记者都尝试了。我起初
不敢，但爸爸硬把我抱上去之后，我
别无选择，只能鼓起勇气向下滑
去。滑下去之后，觉得就是飞一
样。也就不再害怕了。

最后我们去看瀑布，瀑布在半

山腰，导游就不陪我们去了。我们
没有了导游的指引，结果当然是迷
路了。有个人去问路，我们才看到
了壮观的瀑布?。

经过这一天，虽然很累，但我们
都很快乐。每个人都有莫大的收
获。比如：大人学会了陪伴，我学会
了勇敢、坚强。

（辅导老师 张杰）

游抱犊崮
龙庄小学 四年级二班 张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