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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做好迎接党建检查的准备工作，进
一步营造党建宣传的浓厚氛围，近日，枣庄市青少年
宫制作安装了党建宣传牌，打造党建宣传墙、党风廉
政建设和党建文化长廊，强化基层党建宣传阵地建
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
和谐的作用，不断提高基层党建宣传工作整体水平。

宣传牌的设立不仅增强了全宫做好党建信息宣
传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也向广大党员群众
多角度、多形式、全方位地宣传党建工作，使党员群
众能置身其中，随时随地学习党建知识，感受到浓浓
的党建文化氛围。 (雷天梅)

市青少年宫加强党建宣传阵地建设
打造一流党建示范点

“这次培训可真是一场及时雨啊！”8 月 25
日，在台儿庄区涧头集镇憩养园有机核桃专业种
植合作社，该镇李楼村果树种植大户姜子成激动
地说。

近日，台儿庄区农广校组织涧头集镇镇、村干
部，农业专业合作社经纪人、家庭农场主、精准扶
贫对象、蓝莓种植户等 50余人开展了“山东省新
型职业农民创业培训”实践教学。培训邀请了我市
农业局果树站原站长、研究员申金奎教授，临沭县
蓝莓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玲及该区农业部门专
家授课，培训期间先后到祥和乳业、应天果业合作
社、憩养园有机核桃种植合作社学习考察。

此次培训旨在加快新时期农民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一批懂政策、能创业、善经营、会管理、觉悟
高的新型农民致富带头人，采用集中培训、考察实
习等培训模式，达到了培训实效。 （张敬国）

台儿庄农广校给农民送来“及时雨”

市中讯 为强化教师安全发展观念，提
升教师消防安全素质。8月 30日，市中区光
明路小学邀请山东省城安消防培训中心的唐
剑教官为全体员工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消防安
全知识讲座。110余名教师参加了此次培
训。

在培训中，唐教官就消防日常检查、疏散
逃生的基本常识、消防火灾的预防和应急处
置、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讲

解。同时列举了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重大
火灾事件，用真实案例来提醒大家用电、用气
的安全，以及在遇到火灾时采用正确的逃生
方法。与此同时，他还用视频教学与现场演
练相结合的方式向大家介绍灭火器的使用方
法。

一直以来，光明路小学高度重视学校的
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定期进行消防安全隐
患的排查，对安全知识进行宣传，确保员工在

安全的环境中正常工作。
通过此次培训，全体教职员工进一步了

解了防火自救的基本知识，提高了消防安全
意识，掌握了消防应急措施的运用，达到了普
及消防知识、增强消防安全意识的良好效
果。不仅如此，光明路小学与全体教师签订
了消防安全责任书，实现安全责任的层层落
实，从而更加有力地保障校园的生命财产安
全。 （刘建勇 金殿居）

光明路小学举行夏季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峄城讯 为提高小学校长的教育教学管理水平
和综合能力，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干
部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和《省中小学校长培训规
划》等文件要求，结合当前峄城区小学教育发展新情
况和小学校长培训工作实际，为教育管理者搭建一
个高端学习的平台，推动区域教育质量均衡发展，峄
城区于8月15日举办为期5天的小学校长任职资格
培训班。峄城区教育局聘请了宁本涛、李宁、钟绍春
等 9位专家从校长职业理想与职业道德、生命价值
理念与学校科学发展、校长高效领导艺术、学校发展
现状、规划与践行、校长角色意识与岗位职责等方面
进行了培训。

培训通过专题讲座、自学思考、研讨交流、现场
参观等形式进行学习研讨，树立素质教育的人才观、
办学观、课程观、教学观和质量观。通过自学、研讨、
反思，结合任职学校及所在地实际，撰写教育管理论
文、综述以及校本培训实施方案。通过学习让 100
余位校长开阔视野，拓宽思路，为提高全区小学校长
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有着深远的影响。

(陈夫宝 魏彦)

峄城举办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班

本报讯 8月 30日，“九人扇面邀请展”
在滕州市大红元艺术中心落幕。枣庄市政协
原副主席王亚、凯扬、李华中等领导出席并剪
彩，释惟正法师上台发言。此次参展作品共
有180幅，参展书画家有杨明、辛绍民、安奇、
张佩、晁海、顾晓东、周云华、释惟正、赵华双。

大红元艺术中心在此次展会中功不可
没，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是主办方高屋建
瓴的策展和鼎力支持，并真诚地与书画家们
通力合作，才促成了这次九人大扇面展的顺
利进行。并且此次扇面展是大红元艺术中心
为庆祝建馆开业一周年而举办的特殊展览。
它的特殊不在于展览的作品都是中国画或书
法，而是参展的书画作品都是以扇面形式亮
相展出，且不是司空见惯的小小折扇形制，而
是把传统折扇的“小天地”放大到四尺整纸大
小，驰毫聚墨，直抒胸臆，做着“大文章”。

入展画家也是经过主办方站在全国文化
发展的高度精心挑选的，虽然只有九位书画
家，却是 180幅扇面，囊括了中国画的人物、
山水、花鸟各个方面，书法作品也是五体皆
备，别有洞天。他们都是中国美术家协会或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有的早已蜚声艺坛，闻

名遐迩；有的正崭露头角。
本次展览不但展示了书画家们的作品，

诠释书画家们其作品的学术性及艺术价值，
还将对进一步正确引导大众学习中国书画美

学知识，提高对中国书画欣赏的水平，起到一
个很好的推动作用。

据悉，展览持续至8月30日，其间观众免
费参观。 （记者 焦兴田 摄影报道）

“九人扇面邀请展”在滕州大红元艺术中心落幕

本报讯 她虽然考入北大，她虽然
身居京城，但她没忘记家乡枣庄的发
展，她就是星火青年志愿服务队发起人
徐淑云。星火青年志愿服务队在成功举
行了两次公益活动后，8月27日又开始
行动了。这次，活动主题为“敬老爱
幼，星火相传”。

志愿者们来到枣庄市社会福利院，
为孤寡老人送来西瓜、香蕉等慰问品，
为老人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志愿
者孟大千是北京体育大学舞蹈专业的大
二学生，他带来热烈欢快的开场舞；十
四岁的徐慧莹的《挥着翅膀的女孩》、

十三岁的徐慧涛的武术套路、四岁小朋
友开心与妈妈的童谣表演等节目，引来
老人们的阵阵掌声。七岁半的郑涵译小
朋友表演完后，还懂事地说：“爷爷，祝
你们身体健康，快乐地生活。”徐淑云告
诉记者：“这次我们特意组织了六位小志
愿者参加活动，为的是从小培养公益意
识，奉献社会。”志愿者齐媛还将养生知
识讲授给老人们并做动作示范。

下午，志愿者邀请了十位留守儿
童，在峄城银座乐达影城共同观看了电
影《我们诞生在中国》，他们度过了愉
快的周末。（记者 苏羽 摄影报道）

薛城讯 8月 28日，薛城区临山小学新学期工
作动员会隆重召开。

会议由副校长何德法主持。何校长传达了《全
区教育系统“深化师德师风建设争做‘四有’好老
师活动实施方案”》，重点解决教师规范执教和廉
洁从教两个问题，以及新学期教学工作计划。会上
王开伟副校长要求，要深入践行“大美教育”理
念，以规范办学为基石，积极推进制度建设、队伍
建设和特色建设。

此次会议的召开，使广大教干教师明确了新学
期的工作目标，推动了该校教育教学工作快速发
展。 （吴怀国）

临山小学召开新学期工作安排动员会

市中讯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五中
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积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提高广大教师
师德水平，塑造人民教师良好形象，办好让人民满意
的教育。逸夫小学全体教师暑期开学第一天在校长
和德育校长的带领下，以“崇德向善 爱岗敬业”为
主题的师德学习培训，培训内容是学习《山东省教育
厅关于开展师德师风教育严格依法从教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关于禁止中小学教师从事有偿家教的规定》、
《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以及《关
于制止教师体罚、变相体罚学生行为规定》等法律法
规，目的提升全体教师的思想认识，加强人文素养；
并通过开展专项自查，让全体老师端正从教理念，规
范从教行为，深化师德师风教育，加强教师队伍的监
督管理。 （吕林红）

崇德向善 爱岗敬业

逸夫小学开展暑期师德学习

台儿庄讯 日前，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抗埠小学
的两名特困留守儿童在华泰保险公司吴泽慧女士等
人的陪同下，圆了登泰山的梦，受到了守诚信、懂
感恩、重承诺的良好教育。

此前，中国华泰保险公司董事长王梓木先生、
中央电视台资深记者敬一丹老师等在华泰保险“小
小铅笔”爱心公益行活动中，与抗埠小学师生共庆
六一儿童节。当田家森、孙朝阳两位特困留守儿童
说出“我最想爬泰山”时，敬老师随机把话题抛向
观众“谁能帮他们实现愿望？”“我们帮忙实现。”
华泰保险枣庄分公司立即承诺。暑假期间，华泰保
险枣庄公司专门安排车辆，由吴泽慧女士带领田家
森和他爸爸、孙朝阳和他班主任刘宝华一起游览泰
山。

“一诺千金，丹心永存。”敬一丹老师和华泰保
险公司的一句承诺，帮助两位特困留守儿童实现了
他们的梦想。“这一句承诺的兑现，可能改变他们
的人生轨迹，在两个孩子心里植下善良、感恩、诚
信的种子。”刘宝华老师激动地说。 （李金华）

抗埠小学：留守儿童梦圆泰山游

8月 30日，枣庄职业学院迎
来 2016级高职新同学。来自全
国各地的 2500余名新生陆续报
到入学。

为确保迎新工作的顺利开
展，学院精心部署迎新工作，力求
在新生接待、注册缴费、物品发
放、寝室入住等各个环节都保证
高效畅通，使今年的迎新工作“安
全、文明、有序”开展。

迎新工作责任明确。学院提
前制定了详细的《迎新工作方
案》，将迎新工作细化，责任分配
到不同的部门，并指定相关负责
人。

报到说明细致贴心。《2016
级新生报到说明》提前在学院网
站和微信公众平台公布，并在报

到现场发放，方便新生和家长提
前了解报到流程，提高报到效率。

志愿服务热情暖心。广播、
导引、运送行李，迎新现场到处
可见志愿服务者忙碌的身影。为
方便远途来校报到的新生，学院
在枣庄火车站、高铁站、安侨公
寓分别设立了志愿服务接站点，
及时将报到学生送往学校。

网上缴费简化流程。学院今
年开通了网上缴费功能，缴费处
的接待压力明显减小，没有了以
往人头攒动的拥堵现象。有位新
生说：“我用了半个小时时间就
办完了所有手续，比想象的快多
了！学院很漂亮，老师同学们很
热情，我对我的大学充满了期
待。”

8月31日，台儿庄古城校区高
职新生报到。目前，院本部的高职
生报到率已经达到90%以上。根

据工作安排，新生报到后，入学教
育、军训等一系列工作将有序展
开。 （孙倩 姜军 摄影报道）

枣庄职业学院贴心高效迎新生

峄城讯 8月 30日，峄城区实验小学开展了
2016暑期师德师风培训会。会上，分管德育的有关
领导向全体教师宣讲了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并带领全体教师在国旗下举拳宣誓，接着要求
全体教师以办公室为单位开展师德师风专项学习活
动。除老师自学外，各年级组组长要组织教师集中
进行师德师风学习，每位老师在学习中都要充分交
流讨论，并做好相关记录。学习后每位教师撰写一
篇师德师风学习体会。

会议最后，峄城实小老师都自愿签订了“教师职
业道德承诺书”，承诺实小的教师们将追寻并恪守教
师应有的道德品行，成为一位有职业道德感的人民
教师。 （李红）

峄城实小开展师德师风培训

敬老爱幼 星火相传

滕州讯 近日，界河镇刘岗小学立
足新学期，多措并举，积极做好开学安
全工作。

开学前，刘岗小学组织校委会成员
开展了安全隐患自查活动，对教室、实

验室、配电室、楼梯及校园周边等区域
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整改。开学当
天，组织班主任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切实提高学生的安全防护意识和自护
自救能力。 （周恒）

界河镇刘岗小学积极打造安全校园

滕州讯 9月 1日，新学期第一天，界河镇范庄
小学高度重视安全教育，组织师生上好安全教育第
一课。学校充分利用广播、黑板报、标语等，对学生
加强交通安全、消防安全、人身安全、饮食卫生等教
育。各位班主任用生动具体、活生生的事例警示、告
诫、教育学生，让每一位学生都自觉重视安全，确保
师生在校园内的安全。 （王延玲）

范庄小学认真做好开学安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