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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薛城舜耕中学在操场
升旗仪式上举行八年级冲刺地理生
物结业考试倒计时30天动员宣誓大
会，拉开了“心态决定一切。静心学
习，小组合作，比学赶超，亮剑 2018
年中考，挑战自我，追求卓越，让青春
出彩”的序幕。区教育局教研室地理

生物教研员，荣获年级感动校园学生
家长参加宣誓大会。

升旗仪式上，年级感动校园学生
家长为学生，教师颁奖。区教育局教
研室地理生物教研员为八年级冲刺
地理生物结业考试倒计时30天动员
宣誓大会揭牌，勉励大家要系统复

习，凝心聚力，打响 2018 中考第一
枪。八年级全体学生举行宣誓活动，
让学生生活有了一种仪式感，自信
感，砥砺感，群情激昂，誓言冲天。

据悉，学校针对初二学生临近期
末，两极分化的学情，开展党员干部
对学生精准帮扶面对面，开展班级小

组互助学习活动，在学生中比学习，
比态度，比状态，比效率，比提升，赢
得了学生家长的点赞。把学生学习
评价，融入到学习过程中，设标夺标，
不断超越自我，挑战自我，享受学习
的乐趣，分享拼搏的快乐。

（张烨 摄影报道）

为切实做好校园夏季防
火安全工作。近日，东郭镇福
和希望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
展了夏季防火安全教育活动。

利用班会、板报、国旗
下的讲话等形式，向全体师
生开展防火教育，进一步提
高师生的防火安全意识。各
班级上一堂有针对性的防火
安全教育课，严禁学生携带
火种并发动全体学生开展自

查、互查活动，从根本上杜
绝火种进入校园。通过 《致
家长的一封信》 告知家长，
教育孩子在家要注意用电、
用火安全，切勿玩火，防止
火灾事故的发生。

通过此次防火安全教育
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全校师
生的防火安全意识和能力，
确保了师生生命财产的安
全。 （刘一营）

东郭镇福和希望小学
积极开展夏季防火安全教育

为进一步增强全校师生
的安全防范意识，建设平安校
园，近期，滕州市官桥镇轩辕
小学开展了一系列的安全教
育活动。

开展校园隐患排查，对校
园、食堂、安全设施、电路及周
边安全隐患开展地毯式全面
检查，对发现的隐患第一时间
进程排除；开展应急疏散演
练，提升全体师生面对突发事

件的应变能力和自救能力；广
泛开展学生安全教育。针对
春季安全各项薄弱环节，开展
了防火、防电、防交通事故等
系列安全教育活动，同时通过
校内板报、广播、班会、讲座、
国旗下讲话等形式，教育学生
学会自我保护、远离危险，同
时通过告家长书的形式，让家
长注重平日对学生的安全教
育。 （李连营）

官桥镇轩辕小学
开展系列安全教育活动

为保障青少年学生的身
心健康，培养青少年学生良好
品行，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防止校园欺凌事件的发
生，增强学生的自律和防护意
识，近日，南沙河中学举行安
全法制教育——预防校园欺
凌专题报告会。

南沙河中学特邀请最美
滕州人——南沙河派出所马
建伟同志来校作报告。马建
伟同志向全体学生说明了哪
些行为是欺凌行为，特别指出

网络言语攻击、制造谣言也属
于这范畴。马队长教给学生
遇到欺凌时的应对措施和方
法，告诉学生一定要勇敢面
对，如遇这种情况，要向老师
和家长报告，学会保护自己。
报告会对学生养成遵纪守法
的好习惯和培养团结友爱的
健康心灵有很大的帮助，对预
防校园欺凌起到积极的作用，
对创建平安、健康、和谐的校
园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有很大的意义。（王宝亮）

南沙河中学
开展预防校园欺凌专题报告会

5 月 8 日，省教育厅校园
安全“大快严”集中行动交叉
检查组莅临薛城区检查指导
校园安全工作。市教育局副
局长王胜黎，安管办主任张
辉，副区长李利萍，枣庄八中
校长、区教育局长刘书龙，副
局长田传刚全程陪同检查。
检查组一行 6 人先后来到舜
耕中学、双语实验小学、枣庄
八中南校、枣庄四十四中等现

场，分组实地查看了校园安
保、学校食堂、宿舍管理、硬件
配备、校舍等情况，以及各项
安全制度及应急预案等落实
情况。

检查组一行对该区学校
安全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
进行了指导，并就下步如何提
升学校安全管理水平提出了
意见建议。 （高红霞）

省教育厅校园安全“大快严”集中行动交叉检查组
到薛城区检查校园安全工作

为进一步响应和落实市
局“师德师风建设年”活动，提
高班主任专业能力水平，近
日，滕州市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举行了班主任大赛之理论测
试阶段工作。此次业务能力
测试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
肃考场纪律，实行单人单桌的
考试方式。全体班主任老师

认真应考，诚实答卷，考场秩
序井然。本次活动，不仅给班
主任老师提供了一个自我反
思、自我学习的良好机会，而
且使大家进一步认识了班主
任工作的重要意义，有利于学
校班主任队伍的建设和进一
步发展。

（牛丽丽）

滕州市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举行班主任业务能力测试活动

为加强学生的安全意识，
提高自救本能，增强突发应急
事件处置能力，5月8日，山亭
区北庄镇上十河小学，举行了
一次全校范围的安全防震疏
散演练。

此次演练，校领导高度重
视，各班缜密组织，全体师生
积极参与。演练提升了师生
的安全防范意识，达到预期的
效果。（任海燕 王广海 摄
影报道）

为进一步推进校园文化
建设，擦亮兰陵书院文化品
牌，5 月 2 日下午，枣庄职业
学院古城校区邀请台儿庄中
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原台
儿庄区政协副主席、统战部
部长朱崇礼到校区实地考察
调研，为兰陵书院博物馆建
设建言献策。

朱会长一行在古城校区
管 委 会 主 任 张 恒 亮 的 带 领
下，实地参观了校区设施，亲
身感受了校园环境，详细了解
了校区情况，并认真听取了张
主任关于兰陵书院博物馆项目

背景、设想及建设筹备工作的
简要汇报。通过考察与交流，
两位专家对古城校区的建设与
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认为
校区延续了历史文脉，提升了
文教水平，促进了社会发展。
特别是兰陵书院博物馆建设项
目的提出和实施，更是对于发
掘、传承和保护兰陵书院教育
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根据兰陵书院底蕴深厚的
特点，两位专家就文化特色的
定位、文化资源的整合、历史
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等内容提出
了建设性意见。他们提出：兰

陵书院文化悠久、脉络众多，
应在建设过程中既要突出历史
厚重感，又要展示文化精神传
承；既要突出历史人物，还要
展示当代英杰；既要突出老文
物、老照片等老物件，还要展
示普通学子的成长经历。同时
建议应在文物征集和场景展示
方面尽早着手，多加考察。

张恒亮对专家学者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他说，
目前校区文化发展正面临极好
的机遇，通过研讨，更加明确
了下一步的工作方向，进一步
完善了校园文化建设方案，希

望各位专家一如既往地关注校
区和兰陵书院博物馆发展，为

科学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
（张艳 摄影报道）

枣庄职业学院古城校区邀请专家助推兰陵书院博物馆建设

雨后初晴阳光明媚，五
月浅夏青春正好。为庆祝

“五四”运动98周年，弘扬“五
四”精神，5月4日下午，枣庄
十八中校团委在综合楼前举
办了“弘扬五四精神，奏响青
春旋律”歌咏比赛。副校长
张伟、李保德，工会韩召玉主
席，校团委梁平书记，德育处
陈长龙主任与高一、高二年
级师生共同观看了比赛演
出。李伟、陈琛、刘兴菊、闫

香娟、孙晨 、韩颖、董丽娜、
姜春涛、王茹茹9位老师担任
评委。比赛由楚晓钰、张亮
亮同学主持。

经过各学部认真组织选
拔，共有 12 个班级脱颖而出
参加了学校比赛，他们演唱
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打靶归来》《祖国不会忘
记》等歌曲。学生的精彩演
绎气势磅礴，充满着感染力，
他们用歌声表达了对党对祖

国的热爱，唱出了青春的活
力，唱出了涌动的激情和青
春的梦想，丰富了校园文化
生活。除了精心准备了合唱
歌曲外，有的班级还穿插着
形式多样的个人特长，如独
唱、跳舞等，比赛现场精彩纷
呈，掌声不断。最后，评委老
师为比赛获奖班级颁发了奖
状，以资鼓励。

张伟副校长对比赛活动
进行了热情而又精彩的总结
点评。张校长说道，此次歌
咏比赛的成功举办，增强了
班级的凝聚力，加深了师生
之间的友谊，展现了十八中
学子良好精神风貌。我们感
受五四精神，就是要努力拼
搏，青春是用来奋斗的。送
给同学们三句话，读书改变
命运，知识成就未来，我们一
定要上大学。希望同学们学
习不停步、奋斗不停步、奉献
不停步，让我们的青春在“中
国梦”的实现中散发光彩。

（杨位府 摄影报道）

近日，由中国教育部、
中国科协、发展改革委、中
央文明办和共青团中央五部
门 开 展 的 “ 我 爱 绿 色 生 活
——2017 年青少年科学调查
体验活动”公布了活动推广
示范学校名单，台儿庄区实
验小学榜上有名，是枣庄市
中小学唯一入选的学校。

多年来，该校认真落实
立德树人目标，深入推进素
质教育，高度重视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

断提高青少年的科学素养。
通过成立科技创新研究院、
举办科技节、增设假期科技
创新实践类作业、建设科普
活动场所、开发校本教材、
开设校本课程、健全评价机
制等多种有效措施，不断提
高学校的科技创新教育特色
本学水平。

该校创新途径，积极做
好校内外结合的科技教育实
践活动，先后承办了“山东
省青少年科普报告百校行、

希望行”、“山东省县域流动
科技馆巡展”、“青岛水族馆
科普大篷车巡回展”等大型
科 普 活 动 ； 先 后 开 展 了 北
京、济南、临沂等科技研学
旅行活动，丰富了实践育人
的有效载体；相继开展了小
课 题 、 科 学 小 论 文 、 科 幻
画、科普手抄报等一系列评
比活动。

近年来，该校在省、市
举办的各类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中屡获佳绩，其中学生

作品市级获奖 120 余项，省
级获奖 10 余项。目前，学校
共有 20 余项国家发明专利。

“科技创新教育”特色办学经
验，分别在山东省素质教育论
坛、山东省“县域/学校教育生
态建设论坛”上作典型经验介
绍；三次在“枣庄市中小学生

‘小哥白尼’杯实践与创新技
能大赛”中作典型发言，并
多次获得各级大赛优秀组织
奖。学校先后荣获“枣庄市
科普示范学校”、“山东省优

秀校园数字科技馆”、“山东
省科技教育创新发展实践基
地”、“山东省科普示范学
校”等多项荣誉称号。

本次入选对该校既是褒
奖，又是促进，更加坚定了
学校“科技创新”教育的特
色办学理念。学校将以此为
契机，锲而不舍，全力以赴
做 好 “ 科 技 创 新 ” 这 篇 文
章，力争办学特色再上新台
阶。
(孙景权 林向阳 贾传武)

科技扮靓校园 风景这边独好
台儿庄区实验小学入选“2017年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推广示范学校”

5月3日，枣庄市教育局电
教馆副馆长王凯一行三人受山
东省教育厅委托，在市中区政
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吴晓波、
区教育局电教仪器站站长张兆
宽的陪同下莅临市中区文化路
小学检查验收山东省教育信息
化试点学校建设情况。

市教育局电教馆领导认真
听取了该校信息化试点学校建
设情况汇报，查阅了相关档案
资料，考察了多功能报告厅、校
园电视台等功能室，对该校信
息化试点学校建设情况给予了
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
出了指导性意见。

近年来，该校大力推进教
育信息化校园建设，加大投入，

完善设备，促进优质资源共建
共享，不断探索教育教学管理
信息化的路径和方法，以教育
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在提
高教师教育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能力的同时，确立了学校信息
化校园的发展愿景，即：信息化

“教”向信息化“学”转变，信息
化“点”向数字化“面”转变，现
代化“建”向智慧化“用”转变，
实现了学校教学和管理的信息
化，取得了显著成绩。学校被
评为枣庄市信息化校园示范学
校，多次在市中区智慧校园建
设经验交流会上作典型发言，
得到了与会领导和同仁们的一
致好评。

（张树茂 王翔）

市教育局领导
到文化路小学检查验收

舜耕中学举行冲刺地理生物结业考试动员宣誓大会

校园快讯校园快讯

北庄镇上十河小学
举行安全防震疏散演练

弘扬五四精神 奏响青春旋律
枣庄十八中举办青年节歌咏比赛

在我国第九个“防震减灾
日”到来之际，为了进一步落实
幼儿园应对突发事件的防范措
施，提高全园师幼防震避险的
自救互救能力，龙泉街道中心
幼儿园于 5 月 11 日进行了防
震疏散演练活动。

演练前，各班老师通过动
画、故事、游戏等多种方式向幼
儿们进行了有关避震逃生、自
救互救等防震知识的宣传教
育。上午9点10分，随着三声

急促的哨声响起，师幼们立即
停止正在进行的活动，孩子们
在各班老师的带领下用双手抱
住头，按照规定的路线迅速疏
散到安全地带，各班班主任及
时清点人数后向总指挥汇报，
整个演练过程历时1分58秒。

本次演练活动进一步增强
了师幼的安全意识，真正掌握
了在地震中迅速逃生、自救的
基本方法，达到了演练的预期
效果。（颜丙淑 摄影报道）

龙泉街道中心幼儿园举行防震演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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