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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东沙河镇教委办联
合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赵
奇主任走进千庄小学，开展以

“了解食品安全知识，养成良
好的饮食习惯”为主题的食品
安全宣传讲座。在宣讲中，赵

主任结合食品安全事件，为全
校师生介绍了当前食品安全
现状。通过一个个生动形象
的案例，深入浅出地向全校
师生讲解了食用垃圾食品的
危害、如何辨别垃圾食品、

怎样做到科学饮食等方面知
识。并对学生科学饮食、健
康饮食、安全饮食提出了具
体要求，引导学生正确树立
科学合理饮食的理念。

（杨臣）

千庄小学开展食品安全讲座进校园活动
近日，滕州市东沙河镇

中心小学组织全校师生，分
年 级 分 批 次 ， 有 序 观 看 了

“守护成长”青少年安全自护
漫画巡展活动。40 多块漫画
展牌，图文并茂，生动直观
的介绍了活动安全、饮食安
全、交通安全和社会生活安
全等系列安全知识。孩子们
在 小 讲 解 员 的 带 领 与 讲 解

下，全面地学习了相关安全
知识。

此次活动，通过引导孩
子们知安全、懂安全、用安
全，启发和教育孩子们珍爱
生命、保护健康，从而树立
起自我防范意识，掌握一定
的安全防范措施，进一步增
强自身的防范自护能力。

（杜光 张健）

关注安全 守护成长

为增强幼儿的夏季食品安
全意识，近日，界河镇中心幼儿
园对幼儿进行了一次《哪些食
物不能吃》安全教育活动。首
先，利用故事让幼儿知道食物
中毒的一些表现，接着请幼儿
讨论为什么会食物中毒，哪些
食物吃了容易中毒。最后由老

师告诉孩子一些分辨食物不能
吃的方法：有没有长霉、有没有
变颜色、气味有没有变酸变臭，
特别不吃地摊上的冷饮小吃
等。通过安全教育活动，让幼
儿知道了哪些食物不能吃，增
强了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颜洪甜）

界河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食品安全教育活动

天气逐渐炎热，防溺水
安全教育又成为学校安全教
育的头等大事。为切实加强
学生夏季防溺水安全教育，
近日，南沙河中学积极开展
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活动。

通过班会、集会、宣传
栏、板报、手抄报等多种形
式宣传预防溺水安全常识，
教育学生掌握正确的救生方

法，切实提高自救自护能
力；做好“安全教育提醒”，
教育学生珍爱生命，遇有突
发事故要实行科学施救；针
对暴雨、大风等极端恶劣天
气制定和完善应急预案，做
到有备无患；要求家长注重
对孩子游泳技能的培养，提
醒家长强化对孩子的防溺水
教育，在节假日期间特别注

意对孩子加强管理与监督，
防止孩子私自下水事件发
生，切实肩负起监护人的责
任。此外，学校还认真完善
各项防控措施，通过家访、
校讯通等方式保持与家长的
密切联系，加强学生节假日
的看护和教育，共同做好学
生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

（王宝亮）

南沙河中学多举措开展夏季防溺水安全教育

5 月 8 日，暖风习习，碧柳
依依，山亭区北庄镇东庄小学
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春季运动
会。上午8：00，随着运动员进
行曲的响起，运动会正式拉开
了帷幕。在比赛中，参赛队员
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场外的
啦啦队热情高涨，加油声此起
彼伏，整个赛场内外洋溢着团

结、拼搏、健康、快乐的体育精
神。

本次运动会是东庄小学扎
实推行素质教育，切实提高体
育课堂质量，积极开展体育锻
炼的又一举措，也是对学校“阳
光 体 育 ”运 动 的 一 次 大 检
阅。

（任芳 张继云 摄）

日 前 ， 枣 庄 职 业 学 院
2017 年春季田径运动会在田
径场隆重举行。学院党委书记
战振强、枣庄职业学院院长王
洪龄、枣庄技师学院院长于
青、副院长郑开阳、纪委书记
张华伟、副院长陈力出席开幕
式。学院全体师生参加了开幕
式。战振强致开幕词，王洪龄
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上，全体师生共同
欣赏了以工匠文化为主题的文
艺展演。表演以奚仲造车、鲁
班学艺等历史故事为主题，配
以《工匠精神赋》朗诵，场面
壮观、气势恢宏，展现了鲁

班、奚仲等著名历史人物在探
索创新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可贵
精神，寓意学院将传承枣庄本
土工匠文化，弘扬工匠精神，
培养“大国工匠”。随后，动
感十足的啦啦操表演，同学们
青春靓丽、激情洋溢，用健康

阳光的美好形象诠释了运动精
神。

战振强在开幕词中指出，
大学要培养的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的家国情怀；职业
院校要塑造的是追求卓越、止
于至善的工匠精神，锤炼坚忍

不拔、永不言败的意志品质。
而体育运动所倡导的“更高、
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
和所展现的不甘人后、奋勇争
先的拼搏精神，与大学精神殊
途同归、高度契合。战书记号
召广大师生养成体育锻炼的良

好习惯，在体育竞技中增强规
矩意识、培养合作精神、锻炼
意志品质；在激烈的竞争中，
学会敢于挑战自我、超越自
我，学会正确面对失败、面对
挫折，最终享受胜利的喜悦。

（孙倩 姜军 摄影报道）

枣庄职业学院春季运动会开幕
现场进行了工匠文化文艺展演

近日，市
中区光明路小
学组织学生来
到 西 沙 河 岸
边，在大自然
的环抱中诵读
国学经典，感
受中国传统文
化，享受花草
的气息。
（吉喆 摄）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
身 体 和 灵 魂 总 有 一 个 在 路
上。”这是枣庄市首席技师张
瑜常说的一句话。于 2010 年
参加工作的张瑜，现任枣庄经
济学校机加工专业教师，一直
从事机加工教学和技能训练与
培养工作。2016 年 12 月，她
被评为枣庄市首席技师。

“自身过得硬才能带出好
学生”

张瑜毕业于天津职业技术
师范大学。在大学期间，她在
老师和同学们眼里就是一个肯
学习、勤动脑、爱钻研的好学
生。她不仅在专业理论方面，
而且在动手操作水平上，都是
同学们的佼佼者，位居专业前
几名，每年都是国家、校奖学
金的获得者。除了学好课堂知
识之外，为了锻炼自己的动手
能力和创新意识，她还参加了
学校机电创新协会，积极参加
协会组织的各种理论研讨、学
术交流和技术比赛活动，并在
天津市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中
获得银奖，毕业前她还顺利考
取了数控车工技师资格证。

参加工作以来，张瑜一直
从事专业教学工作。她坚信

“只有自身过得硬才能带出好
学生”，坚持边工作边学习，
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理论和实
践能力。为了不断充实自己，

她认真对待每一次培训机会，
特别是抓住国培、省培的大好
时机，与全国各地职业院校的
老师们交流，了解职业教育动
态，学习前沿的教学理念和教
育教学方法，掌握最先进的机
加工技术。她还特别注重在实
践中学习和锻炼，利用假期和
休息时间，积极参加企业实
践，把技术学习当成最大的乐
趣，真正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
践中，使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
不断提升。

为了给学生带好头，张瑜
对自己处处严格要求，事事以
身作则，注意言行举止，做学
生的榜样，不仅教会学生知
识，也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
到影响。她自己也先后获得市
级中职教师组技能大赛一等
奖 ， 被 评 为 市 级 “ 技 术 能
手”、市级优秀班主任等荣誉
称号，2014 年 11 月，她还获
得山东省讲课比赛二等奖。

“专业课教学必须以学生
为中心”

在谈到教育教学工作时，
张瑜总是在眼神中透露出一种
兴奋和坚定，她对笔者说：

“专业课教学具有自己鲜明的
特点，只有坚持以学生为中
心，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作为一名专业课教师，张
瑜始终坚持把教学工作放在首

位，在教育教学和技能训练与
培养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
默奉献，爱岗敬业，深受学生
们的喜爱。为了改变学校机械
专业学生实训课理论化的现
状，她把培养具有较高职业素
质的专业技术工人作为教学目
标，采取职业技能与专业理论
并重的“双元制”教学模式，
积极与有关企业联系，争取为

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训机会。
在实训教学中，她尝试把

课程分为若干个项目，再将每
个项目分解成若干个任务，把
学生按角色分成若干小组，每
个小组都配备组长、记录员、
操作员、检测员等，让每个学
生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学生们参加
实训的积极性和实训效果。为

了落实好“理实一体化”教学
模式，她认真给学生讲解实习
操作规范、规程及实习步骤，
以学生为中心，以练为主线，
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不断提
高了教育教学质量。

在中级工实训中，有一个
重要内容就是外三角螺纹加
工，对其加工成品的质量要
求是非常严格的，需要使用

螺纹环规进行检测以确定是
否合格，这对于大多数学生
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在经
历了多次失败后，很多同学都
想选择放弃。每次遇到这种情
况，她都会把同学们叫到一
起，耐心地给他们讲解知识
点，并亲自示范操作，同时针
对同学们遇到的问题给出具体
的解决办法，提升了同学们的
信心和兴趣。在她所培养的学
生中，90%以上的学生都通过
了中级工培训，拿到了中级资
格证书。

“中职生只有学好技术才
有出路”

为 了 检 验 教 育 教 学 成
果，培养学生自信，掌握技
术要领，张瑜注意鼓励学生
参加各种技能大赛，并牺牲
休息时间亲自为他们指导。
2016 年她所指导的崔浩、焦
往两名学生分别获得了枣庄
市中职学生技能大赛数控车
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好成绩。

成 绩 的 取 得 不 是 偶 然
的，凝聚了张瑜和同学们的
心血和汗水。从准备参加比
赛到比赛结束，共经历了四
个多月的刻苦训练，所有的
休息日和节假日她都是陪学
生在车间度过的。为了提高
一丝的精度，他们必须反复
尝试多种方法，摸索不同的技

巧，有时甚至忘记了饥饿，忘
记了疲劳，忘记了已是夜深人
静。准备比赛的过程，也是技
术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她指
导学生在训练过程中逐步摸索
加工技巧，结合机床参数、软
件模拟和切削参数的经验选择
获得高精度的加工要求，特别
是通过听到刀具与工件接触的
声音来判断刀具切削的程度，
通过对手动手柄的把控，感知
切削纹路均匀程度，保证工件
的光亮度。

在“数控车加工技术”项
目比赛中，参赛选手根据给定
的部件和零件图纸以及竞赛任
务书的要求，按照张瑜老师所
传授的技术要领，通过手工与
CAM 编程，顺利完成了加工
任务。一份汗水一份收获，看
到了他们所制作出的作品，评
委老师们都赞不绝口，对他们
的技术水平和动手能力给予了
高度赞赏。

被评为枣庄市首席技师之
后，张瑜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
了。她经常说：“当前中职生
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只有学
好技术才有出路。作为一名专
业课教师，让学生学到真本
领，掌握新技能，才算尽到自
己的职责，才能对得起职业学
校教师这份职业和首席技师这
个称号。”

平凡的岗位 无悔的追求
——记枣庄市首席技师张瑜

贾传玲

为全面了解各区直学校办
学情况，确保局党委各项工作
部署到实处，近日，市中区教育
局党委书记、教育局局长张铁
军，在区教育局副局长刘建华、
刘杨，区政府教育督导室李忠
民、吴晓波主任陪同下，对中兴
小学进行了集体调研。

调研组首先听取了学校的
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学校用人
机制、硬件建设、优质教育资
源、校园周边环境安全及发展
规划等情况，并围绕当前教育
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与大家
座谈交流了推进教育改革工作
的思路。在肯定学校取得成绩
的同时，张局长指出要把为教
育办实事作为当前工作中的一
件大事来抓好、抓实，学校要传
承并发扬百年老校优良的办学
传统和精神，努力打造特色教
育，促进教育品牌与品质的共
赢，加快推动市中教育科学发
展。随后调研组参观了全区第

八届实践创新大赛现场，对该
校承办该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并对学生们奇思妙想创作
的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最
后，一行人深入到教学一线，走
进课堂听课，为该校课堂教学
诊脉，并要求教师准确把握学
生当前的学习状态，提高学生
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
乐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全面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此次集体调研活动为学校
的整体工作起到了一个“指导
引领—诊断剖析——促进鞭
策”的作用。正如张永远校长
坦言：“下一阶段，学校将从以
下三个方面进行改进：首先加
强学校的硬件设施与软件配备
为教学服务实用性的结合；然
后以传统文化与“兴·雅”教育
有机融合为突破口引领师生共
同成长；最后全面提升学校质
量，办人民满意教育。”
（黄崇杰 晏磊 摄影报道）

小学生诵读国学经典

东庄小学“我运动 我快乐”

市中区教育局领导到中兴小学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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