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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坚定学习信
心，焕发学习热情，3 月 2 日
下午，山亭区翼云中学隆重
举行“2017届迎中考战百日
誓师大会”，九年级师生及部
分校领导共计900余人参加
会议。

徐炜、丛娟两位老师代
表全体初三年级教师发出了
呼声与期望。同学们面向老
师和家长，在国旗下庄严宣
誓：奋斗一百天，让汗水点亮
青春的光芒!

吕作银校长作动员讲
话。吕校长语重心长、言真
意切，他用四个主题词：辉
煌、差距、信念、方法，表达了
对即将毕业的学生殷切的希
望。最后吕校长鼓励学生勇
敢面对挑战，鼓足干劲，勤奋
学习，严以律己，以饱满的精
神状态和良好的风貌搏击中
考。 （王其振 摄）

枣庄市台儿庄区校园始终坚持把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根本，大力实
施德育工作“五动”策略，力求实现成人
与成才齐头并进、素质与能力相得益彰
的育人目标。

主 题 推 动—— 培 植 德 育“ 生 长
点”。确立了“主题推动点面结合”的工
作思路，坚持以实施“习惯奠基”工程为
主题，并以此为突破口，有效推动德育
工作的深入开展。西关小学实施了“用
小学六年奠基学生幸福人生”工程，坚
持把“两个习惯”培养作为学校德育工
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从学生日常生活
中的点滴细节入手，每学期都确定几个
培养重点，持之以恒地狠抓了学生良好
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的养成。北园
小学常年坚持开展“文明礼仪”教育活
动，注重发挥“红领巾监督岗”的作用，
学生文明素质得到有效提升。

特 色 拉 动—— 搭 建 德 育“ 大 舞
台”。本着以活动促发展，以实践促提
高的宗旨，根据学生个性发展和全面发
展的需要，开展了“四节联动”(读书节、
体育节、艺术节、科技节)为主要内容的
特色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在体
验中成长。一是让书香溢满校园。举
办读书节，通过开展经典诵读、评选读
书小明星、书香班级和书香校园等方式
方法，引导广大师生自觉养成好读书、
读好书的良好习惯，不断丰厚自身的文
化底蕴。二是让体育催人奋进。坚持
以阳光体育运动为抓手，以举办体育竞
赛活动为平台，激发师生参与体育锻炼
的兴趣和热情，强化体育教学的育人功
能，培养学生积极向上、顽强拼搏、团结
协作的精神。三是让艺术涵养人生。
每年“六一”儿童节、教师节期间都要举
办艺术节，按照“校校有活动、人人都参
与”的活动要求，引导广大师生在崇尚

文化、热爱艺术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去
发现美、体验美、创造美。四是让创新
成为习惯。通过开展科学小设计、小发
明、小制作等活动，激励学生展示创新
才能、提高实践能力。今年全市“哥白
尼”创新大赛运河街道荣获优秀组织一
等奖，12名学生的科技作品分获市一、
二等奖。

课程带动——筑牢德育“主阵
地”。大力实施课程改革，坚持以生命
关怀为引领，有效整合思想、道德、
法制、政治、心理教育五大课程内容
以及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的课程
资源。全面推行“三六五”课堂教学
改革，将信念信心教育、自主和作教
育、创新教育、纪律法制教育贯穿教
学过程始终，真正发挥课程实施的主
渠道、主阵地作用。

家 校 互 动—— 架 起 德 育“ 连 心
桥”。通过开展“小手拉大手”、“带文明

习惯回家”、“爱家乡讲文明”等系列活
动，引领广大学生家长从单纯追求考试
分数转变到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培养
孩子的健康情感、塑造孩子的健全人格
上来。全街所有学校均成立了“家长学
校”，建立健全了《家长学校章程》、《家
长学校教师考核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
度，使家长学校建设步入了规范发展的
良性循环轨道。本学期开展的“百名教
师访千家”活动，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
广泛关注和充分肯定。

社 会 联 动—— 拓 展 德 育“ 新 平
台”。注重未成年人的社会活动场所建
设，实验小学、北园、张庄等学校把台儿
庄大战纪念馆、台儿庄古城、运河福利
院等单位作为校外活动基地，定期组织
学生开展文明志愿服务活动，培养学生
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关
爱弱势群体的感情和自觉服务社会的
能力。 （张浩 靳欣）

台儿庄区实施“五动”策略推进德育课程一体化

为大力宣传雷锋精神，弘扬社会文
明新风，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市中
区光明路小学积极行动起来，开展“追
锋令”——学雷锋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引导少先队员们学习雷锋精神，建设文
明校园。

“追锋令”——学雷锋主题教育活
动启动

2月27日上午，光明路小学隆重举
行“追锋令”——学雷锋主题教育活动
启动仪式。伴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
活动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少先
队员代表在庄严的国旗下发表了《相约
春天，让雷锋精神在你我身边闪光》的
主题演讲，学校大队委的小干部向全校
师生发出了《学雷锋倡议书》，随后，大

队辅导员李老师带领全校师生重温了
雷锋精神，引导大家从小事做起，从身
边做起，是对雷锋精神的最好践行，全
校掀起了学雷锋活动的热潮。

“追锋令”——学雷锋主题班队会
活动

2月27日下午，学校各中队分别召
开了“追锋令”——学雷锋主题班队会。
在主题班队会上，各中队辅导员通过播
放视频、资料介绍等形式，让少先队员们
具体了解雷锋的钉子精神、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
奉献的精神，并把雷锋精神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与时代先锋相结合，
与队员们的实际生活相结合，赋予了雷
锋精神新的意义，激发他们以“雷锋”式
人物为榜样，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追锋令”——学雷锋主题实践活
动（大队篇）

学校大队委还通过“板报专栏”、
“小百灵广播电视台”“爱心天使在行
动”等方式开展一系列的学雷锋活动，
向广大少先队员宣传自己身边的好人
好事。他们还走出校门，来到光明路交
警岗亭，给交警叔叔倒上一杯水，给交
警阿姨一个甜蜜的拥抱，给他们打扫室
内的卫生；队员们还来到广场给市民发
放“学雷锋的倡议书”，倡导大家都来
学习雷锋；学校大队还组织少先队员们
开展了“追锋令”——学雷锋为主题的
手抄报、绘画和征文的活动，让雷锋精
神植根队员们心中，引领他们“弘扬雷
锋精神 争做雷锋传人”。

“追锋令”——学雷锋主题实践活

动（中队篇）
学校各中队也积极开展“追锋

令”——学雷锋主题实践活动，如:来到
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把敬老院里每一
个角落打扫干净，给院里老人的家换上
了新装；来到学校附近的社区，帮助有
困难的家庭打扫卫生，利索的队员们有
条不紊地擦窗户、扫地、拖地。用每一
个小小的美德行为，将爱与正能量传递
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通过开展此次“追锋令”——学雷
锋主题系列活动，既发扬了雷锋精神，
又给少先队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实践
课。小队员们纷纷表示，将继续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去尊重和爱护他人，送给他
人一份温暖与关爱，让我们追随雷锋的
脚步，让世界充满爱的阳光。 (李亮)

光明路小学“追锋令”学习雷锋在行动

为进一步提高青年教师课
堂教学水平，提升教师教学理
念，促进教师专业成长，3 月 1
日下午，市中区中兴小学举行
了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观摩研讨
活动，全体教师参加了本次观
摩研讨学习。

本次观摩研讨活动由青年
教师邢艳老师执教《100 以内
数的认识》一课。邢老师准备
充分，整个教学设计适合一年
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关注学生
亲历探究的学习过程，通过学
生动手摆一摆、拨一拨、说一说
等活动，感知100以内的数，概
念的形成由具体到抽象。听课
老师全情投入，记得仔细。在

随后研讨活动中，先由执教观
摩研讨课的邢艳老师进行系统
的说课和教后反思。随后教师
们纷纷结合新课标、课堂教学
有效性的要求，客观公正地谈
了自己的收获、体会及建议。
大家充分肯定了执教老师的成
功之处，也指出了教学中存在
的不足，并探讨了解决问题的
办法。

本次课堂教学观摩研讨活
动，为青年教师搭建了一个锻
炼自己、展示才干、交流学习的
平台，在教学方面得到了磨炼、
提升，对提高青年教师的教育
教学水平起到很大的促进作
用。 （侯倩）

把脉课堂教学 提升育人水平

日前，墨子中学生活老师
工作会议在学校二楼会议室顺
利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德育校
长杜校长、政教处张主任、安检
办段主任及全体生活老师。

会议由张主任主持，并带
领生活老师集中学习了《生活
老师管理规范》《生活老师量化

管理规定》。杜校长对上学期
生活老师工作给予了肯定，并
对这学期生活老师工作做了部
署和安排。段主任结合安全知
识和自身经验，提出寝室管理
要点，希望全体生活老师要认
清形势，增强安全意识，做到警
钟长鸣。 （张航）

墨子中学专题培训生活老师
为深化教育改革、落实加

强教研组工作计划，墨子中学
联合东郭四中举行了学校发
展共同体名师观摩课活动。
墨子中学 6 名首席名师将陆
续举行观摩课。活动第一天，

滕州市教研室朱邦伟主任一
行亲临指导，墨子中学、东郭
四中两校组织领导和教师参
加了教研活动。墨子中学语
文首席名师颜雯主讲了一堂
声情并茂的语文课“社戏”，滕

州市教育局语文教研员邱萍
围绕大家困惑的文体教学进
行了解析，针对语文教学中如
何处理新授课与中考链接的
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培
训。 （张文晶）

加强教研组建设 促进共同体发展

3月2日下午，市中区君山
路小学党支部在前期充分准备
的基础上召开了 2016 年专题
组织生活会，市中区教育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刘杨等参加。

会议分为两部分，第一阶
段是党支部班子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第二阶段是对支部及
全体党员进行民主评议。班子
生活会时，在支部书记做完班
子对照检查材料后，班子成员
分别进行了个人的对照发言及
坦诚相见的批评，最后，区教育
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刘杨作了
深刻点评及讲话，肯定成绩的

同时，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对
支部及全体党员评议阶段，先
由支部书记对班子的情况进行
对照发言，然后全体党员对支
部进行民主评议，最后，根据方
案安排分成5个党小组分头进
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及对全体党
员的民主评议工作。

本次组织生活会，由于准备
充分，严格程序，全体党员都认
真进行了剖析，在讲原则、讲正
气的基础上开展了深入地批评
与自我批评，是党性原则、党性
修养的一次很好提升，达到了会
议的预期效果。（付强 张友伟）

君山路小学

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向雷锋同志学习”
题词54周年。54年来，雷锋精神
与时俱进，不断凝聚着社会进步
的正能量，不断绽放出璀璨的道
德光芒。3月1日，枣庄市学雷锋
志愿者联合会2016年度表彰会
暨学雷锋现场会在山东化工技师
学院召开，该院荣获“学雷锋志愿
者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学院副院长张继宏在会上
作了题为《强化保障 内化行
为 分层推进 系统构建“学雷
锋”活动常态化模式》讲话。张
院长指出，学院建校 40 多年
来，始终坚持“质量立校、内涵
发展、突出特色、多元办学”的
办学理念，以建设全国一流、特
色突出、实力雄厚的国家级示
范性技师学院为目标，发挥专
业优势，实施“内涵建设、新校

区建设、校园文化建设”三大发
展战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坚
持以学生为本、严格管理与教
育引导、文化育人并重原则，成
功创建“山东省级文明单位”，
高度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和德
育工作，把德育工作贯穿于教
育教学全过程，大力弘扬雷锋
精神，广泛宣传学雷锋先进典
型，践行学雷锋活动常态化，作
为以培养职业技能和现代工匠
的职业院校，积极开展学雷锋
社会服务活动，以日常点滴行
为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与时代的旋律合拍，与文明
同行，把学雷锋活动融入职业
素养，将学雷锋活动成为我院
发展的精神气质和强大力量。

参会领导参观了山东化工
技师学院实习实训大楼、雷锋
活动展室。（赵莉 赵连强）

3月1日，薛城区化解教育
大班额项目推进现场会召开。
张伟、李天禹、种法家、李利萍、
程利、姚剑峰、庞东、时荣国、王
绍忠、刘书龙及区财政局、住建
局、国土分局等相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会议。

区委副书记、区长张伟一
行先后到薛城舜耕高中(枣庄
市第四十四中学)、珠江路小
学、区临山小学(东校)、二十九
中附属小学、祁连山路小学、初
中、巨山街道昂立小学等项目
建设现场，听取了各项目建设
指挥部负责人关于项目进展情
况汇报。

座谈会上，张伟指出，大班
额化解工作既是上级的部署要
求，又是我区民生保障和社会
发展需求，是一项急需推进的
重点工作。要以更高的站位充
分认识大班额化解工作的重要
意义，各有关部门、各项目指
挥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强
烈的进取精神，自我施压、抬
高标杆，啃硬骨头、挑重担、
破难题，全力推进各项工作落
实。要以更加有力的举措加快
推进项目建设，严格落实“一
所学校、一位县级干部、一套
班子”的工作机制，按照既定
的工作计划，跑表计时、到点
验收；要全力破解制约因素，
加快“四证一书”办理，积极
做好贷款融资及教师招考工
作，为化解“大班额”提供师资
保障，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建设任务，为建设区域教育文
化高地作出应有贡献。

会上，枣庄八中校长、区教
育局局长刘书龙汇报了全区化
解大班额工作进展情况；区政
府党组成员、枣庄八中党委书
记王绍忠汇报了融资工作事
宜；副区长李利萍宣读了《关于
调整全区教育发展工作指挥部
的通知》。 （孙城）

薛城区化解教育

大班额项目推进现场会召开

乍暖还寒，新学期喜迎春雪，凌寒独自开的几枝春梅为枣庄
职业学院增添了几分生机和活力。师生们拿起手机或相机记录
下梅的艳丽姿态和傲人风骨，无意捕捉到老师们含笑扫雪的镜
头，与绽放的梅花相映成趣，成为初春校园里一道最靓丽的风
景。 （孙倩 王丹 摄影报道）

3月7日，在“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即将来临之际，
枣庄第十五中学家委会选购
了一批桃花姬阿胶糕和太阳
花组成的节日礼品，由学生
代表将美好的祝福传递给最
敬爱的老师，由衷地向老师
表示敬意，感谢老师的辛勤
劳动。培养孩子们学会感
恩，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
学校家委会吴敬财主任代表
家委会致辞讲话，八年级学
生代表向老师代表献花。七
年级（2）班的学生诵读了感
恩父母，感恩老师的经典誓
言，学生代表向任课老师和
进班助学的两位家长阿姨献
花，鞠躬，拥抱，美好的情感
在传递，幸福的种子在播撒，
爱 和 温 暖 溢 满 十 五 中 校
园。（孙明春 王伯学 摄）

十五中师生感恩过十五中师生感恩过““三八三八””

山亭区翼云中学隆重举行迎中考誓师大会山亭区翼云中学隆重举行迎中考誓师大会

枣庄职业学院春梅绽放扮靓校园

山东化工技师学院荣获

“学雷锋志愿者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