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9 日，市中区质监站
石站长、毕科长、工程监理、
设计、勘探、建设方、施工方
在中兴小学张永远校长的陪同
下，对中兴小学新建教学楼进
行竣工验收。验收组成员认真
察看了教学楼建筑、装饰、消
防通道、管线铺设安装的每个
细节，仔细测量了楼梯、阳台
的高度，楼梯栏杆的高度和间
距，并对楼顶隔热层处理、屋
面防水的处理以及避雷设施的
安装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
的查验。

查验后，验收组召开了简

短的会议。施工方首先介绍了
工程建设整体概况，监理公司
介绍了工程的监理情况，指出
该工程总体优良及需要整改的
一些细节问题。随后，各部门
对验收情况进行了现场反馈，
验收领导对施工用的材料、装
修风格等给予了高度赞赏，认
为此项目工程在所有区直学校
可以称得上“明星工程”。同
时对楼顶隔热层的通风情况、
新旧楼接缝处理等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中肯的整改意见和
严格要求，并要求在监理的监
督下尽快整改，并及时向质监

站递交整改材料。最后，质检
部门作了总结讲话，指出这幢
教学楼工程验收资料齐全，程
序符合验收要求；主体结构安
全，符合使用要求，教学楼造
型新颖美观，总体通过竣工预
验收。

新建教学楼工程按时顺
利竣工，保证了学校正常开
学使用，同时将极大地改善
中兴小学的办学条件，有效
地解决大班额问题，为中兴
小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项宜鹏 唐军 摄影报道）

中兴小学新建教学楼顺利通过竣工预验收

近日，枣庄市君山路小学
组织学生把在暑假期间学到的
才艺作为假期作业向老师和同
学们展示。图为双胞胎学生沈
俊仁（左）、沈俊义为同学们弹
奏 在 暑 假 中 学 会 的 吉 他 乐
曲。 （吉喆 王忠宏 摄）

小学生开学
“秀”才艺

9 月 1 日是新学期开学的
第一天，市中区光明路小学两
千余名师生齐聚在绿草如茵的
操场上，举行“光明学子 放飞
梦想”开学典礼。

在升旗仪式上，白安玲校
长为全体师生进行了“放飞梦
想 扬帆远航”新学期动员讲
话；少先队员代表也向全校队
员们发出了“新学期 我们在
阳光下成长”的倡议书；队员们
面对国旗庄严宣誓，操场上空
响起洪亮的声音，全体师生也
随之唱响了“新学期 新梦想”
的主旋律。每位少先队员都许
下了自己在新学期的美好愿望
和美丽梦想，伴随着悠扬的歌
声，队员们的梦想也扬帆远航，
他们决心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实
现自己的理想。

本次开学典礼隆重而催人
奋进，激发了少先队员们的学
习热情，展示了队员们朝气蓬
勃的风采，使该校全体师生迈
着自信的步伐，不断去追逐梦
想，超越梦想！ （李亮 摄）

光明学子
放飞梦想

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2 周年之际，吴林中学向学
校一千余名师生发出倡议，用
自己的笔触书写感情，纪念

“抗战胜利 72 周年”。全校共
有百余幅书画作品入选此次展
览。

为了保证活动的正常进
行，该校发动了团委、德育
处、教导处三个部门联合发
出了倡议书，全校十几个班
级开了动员会和主题班会。

共收集到书法、绘画等多种
形式的作品 500 余件。经审
评，共有近百余件书画作品
入选展览。

所有入选作品均围绕“抗
日战争胜利 72 周年”的主题
进行创作。展览于9月4日至
9 月 8 日在学校大多媒体教室
举行，并邀请全体师生和学生
家长参观，以达到“回顾历
史，勿忘国耻”的教育目的。

（张宏伟 侯夫强）

吴林中学举办
“抗战胜利72周年”书画展览

又是一年开学季，为了
改善和优化师生教与学的环
境，让老师办公舒心，学生
学习开心，9 月 1 日，阴平镇
白山前小学开学见喜，600
位师生用上新桌椅。

“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
习很高兴，今天我们又用上
了能升降的新桌凳更开心。
我们再也不用为破旧桌凳带

来的烦恼而发愁了。”一位六
年级的同学面带笑容地说。
据悉，阴平镇白山前小学新
学期开学投资 2 万余元，为
教师购买了 40 套高级办公桌
椅，为学生购买了 560 套能
够升降的新桌凳。开学第一
天，全校师生全部用上了新
桌椅，个个喜笑颜开。

(宋均升)

阴平镇白山前小学开学用上新桌椅

8月26日上午，枣庄职业学院在学院礼堂
召开新学期工作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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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力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战振强发表重
要讲话，王洪龄主持会议。学院全体教职工参
加会议。

战振强发表重要讲话，安排部署新学期各
项工作。战书记号召全体教职工加强学习，并
推荐了思想政治与政策、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
书院制与通识教育、育人道理的不同观点四个
方面的学习资料。战书记指出，上半年学院各
项事业实现了稳步发展，党建工作更加夯实、党
风廉政深入开展、思政工作全面加强、教学质量
稳步提高、教师素质持续提升、招生就业稳中求
进、校企合作及对外交流继续扩大，这是全院师
生员工共同奋斗的结果，更是广大教职员工辛
勤汗水的结晶。对于下半年的工作重点，战书
记强调：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着力推进作风
转变，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二、落实立德
树人任务，推进实施工匠精神培育工程，打造特
色校园文化品牌。三、以教学诊改为抓手，加快
推进实施质量提升计划，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四、配齐建强人才队伍，强化师德师风建
设，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五、创新校企合
作体制，促进产教深度融合，提升服务社会发
展能力。六、增强管理服务意识，健全完善应
急机制，提升保障能力与水平。战书记号召全
体教职员工坚持教书和育人、言传和身教、潜
心问道和关注社会、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四
个统一”，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
思维、奉献祖国的“四个引路人”，成为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的“四有好老师”，同时，以学院事业发展
为己任，团结协作、共谋发展，形成促进学院
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王洪龄对新学期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他
要求全体教职工做好开学五件事，即开好第一
次本部门全体会议，开好第一次主题班会，上好
开学第一课，做好迎新工作，坚持干部晚间值班
制度。王院长号召大家当创客、不当看客，当实
干家、不当评论家，主动工作、不被动应付，以崭
新的工作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开始。 （孙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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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学 期 ， 新 教 室 。 市
中区红旗小学的学生们搬
进了新建的教学大楼，使
他们能在更加宽松的学习
环境里愉悦地学习、生活。

8 月 31 日 ， 红 旗 小 学
新建成的综合教学楼投入
使用。该校四、五、六年
级整体迁入红旗小学西校
区，由原来七八十人的大
班额变成省、市教育局规
定的标准班额。

新 校 区 的 综 合 教 学 楼
总 建 筑 面 积 6230 多 平 方

米，设有 24 间教室、配有
现代化教学设备，各项功
能室齐全，并配套建设消
防、供暖、塑胶操场等基
础设施，总投资 2000 余万
元。该校区的建成投入使
用极大地改善了红旗小学
的办学条件，提升了学校
的整体形象，迈开了红旗
小学向教育集团化发展的
步伐，推动了红旗小学整
体教育教学质量更好更快
的发展。

(张立超)

红旗小学西校区投入使用
大班额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惠风和畅，9 月 1 日，市中
区实验中学在家长和社会的关
注与期待中正式开学了。早上
7:30，尽管学校体育场还在平
整，但第一次升旗仪式按时举
行。全校师生整装肃穆，伴随
着雄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
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仪式
上，学校给首届 1000 名新生
提出了殷切寄语和希望。

市中区实验中学是市中区
高标准、高起点创办的一所全
日制初级中学。学校今年首次
招收了近 1000 名新生，设 20
个教学班。8月中旬完成办学
场所移交后，为保证秋季能顺
利开学，区教育局第一时间组
建了团队，加班加点对学校进
行筹备改造。投资近800万元
粉刷装修教学楼、平整道路场

地、安装教学设备、购置课桌椅
等。分三批公开遴选全区 49
名教学能手、骨干教师充实到
学校，并从课程、教学、师德师
风等方面组织了三次集中培
训。面向全国公开引进优秀管
理人员和教师，以保证学校管
理水平和教学质量。充分摸清
学生情况，暑假专门对报名新
生进行了素质测试和摸底，使

学生在入校后能尽快适应新环
境。开学前夕，向全体学生家
长发放了一封信，特别针对交
通安全、中午就餐等家长重点
关注的问题进行提醒和征求意
见，共同做好学生的在校工
作。

目前，学校已顺利开学，
全体师生进入了正常教学和学
习状态，各项工作秩序井然。

万丈高楼平地起，承载着新梦
想的实验中学，迈出了踏上新
征程的第一步。相信在区委区
政府的有力领导下，在市、区教
育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将
不断加大投入，加快提升基础
设施水平，强化师资队伍，努力
打造出初中教育的品牌，向广
大家长和社会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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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薛城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薛城区清
理整顿无证办园工作方案的通
知》（薛政办发[2017]54 号）文
件精神，切实加强对民办幼儿
园的监督管理，规范全区民办
幼儿园办学行为，消除民办幼
儿园的安全隐患。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各镇街对辖区内无证
民办幼儿园进行了拉网式清理
检 查 ，在 此 基 础 上 ，8 月 22
日-23日，由区综治办牵头，区
教育局、区食药局、区卫计局、
区住建局、区安监局、区消防大
队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
再次对全区内无证民办幼儿园
进行了复查。

本次检查共查处无证民办
幼儿园150余所，下一步工作

中，将按照山东省教育厅等7
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学前教
育机构登记注册管理办法的通
知》（鲁教基发[2015]16 号）
的标准，对办学条件较好、师
资水平较高、安全卫生等方面
基本达标的幼儿园，鼓励其按
程序申报审批；对不符合规
划、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且无法
整改消除的，将进行进一步清
理整顿。

此次清理整顿工作的开
展，既摸清了薛城区无证民办
幼儿园基本情况，又使各民办
幼儿园在改善办园条件、加强
园所管理等方面引起了足够的
重视，有效促进了全区民办幼
儿园的规范发展。

（褚衍慧 张渐祁）

薛城区开展
无证民办幼儿园清理整治工作

承载新梦想 踏上新征程
——市中区实验中学开学工作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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