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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讯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85周年，教育
少先队员们不忘国耻，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市中
区中兴小学联合康辉旅游教育中心，以旅行爱国
教育“纪念九一八·勿忘国耻日”为主题的亲子活
动拉开序幕。学生们来到了我市中小学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铁道游击队纪念公园。

活动伊始，学生们在英雄纪念碑下庄严宣誓
并齐唱队歌，随后游览铁道游击队影视城，参观

“鲁南民俗博物馆”、“义和炭厂”、“古戏台”……在
参观“铁道游击队史料馆”时，辅导员讲解了游击
队革命事件，少先队员们听得聚精会神。活动最
后举行的亲子间的拓展活动，旨在增进教师与家
长之间的沟通，加强家长与学生之间的感情，增强
学生的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

此次教育活动的开展，使学生牢记这一段血
的历史，激发学生的责任感和爱国热情，让学生明
白：我们在缅怀先烈的同时更应该珍惜当下的美
好生活，努力学习！ (宋苒 摄)

纪念九一八 勿忘国耻日忘国耻日

市中讯 为了加强全镇小学科学教学研究，促进科
学教师教学素养的提高，近日市中区小学科学教学研讨
会在税郭镇中心小学举行。此次活动由该区教育局教科
室主办，税郭镇教研室负责承办，全镇 40余名专兼职
科学教师以及近 3年参加工作的老师参加。

本次研讨会先由齐村镇中心校周慧老师，西王庄镇
中心小学孙文老师分别为大家献上四年级 《饮食与健
康》、《怎样加快溶解》两节课，授课结束，相关教研员
与参会教师进行互动交流；然后由区教科所冯勇主任点
评和指导这两节课以及“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小学科学教
师”的专题报告。

两节展示课教学环节清晰，重难点突出。两位老师都
注重在“做中学”课程理念的引导下进行教学，教学设计
新颖独到，教学课堂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始
终在兴趣的引导和教师的帮助下进行主动的探究活动，学
生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在课堂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新课
程改革的理念也在课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两节研讨课
不仅仅是农村科学学科课程改革的一次示范，也是对科学
课程改革的一次深度的探讨。

本次研讨会为广大科学教师带来了新的教学理念，
提高了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成功达到了本次教学研讨
会的目的。 （唐镔 高坤涛）

市中区小学科学教学研讨会

在税郭镇中心小学举行

市中讯 为充分挖掘传统节日内涵，弘扬祖国优秀文
化，激发广大师生的民族情感，在中秋佳节前夕，市中区光
明路小学开展了中秋感恩主题教育活动。

国旗下讲话谈感恩。周一升旗仪式上，大队辅导员发
出倡议：中秋节就要到了，我们要用一颗感恩的心来度过!
心怀感恩!感恩一切帮助我们成长的人!组织各班开展以

“中秋话感恩”为主题的班队会，对学生进行了“感恩”教育。
开展“小小月饼寄深情”活动。鼓励学生为老师制作中秋贺
卡，帮长辈做家务，与家人一起品月饼、赏明月，感悟举家团
圆的幸福。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让学生对中秋节及传
统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解；而且对学生进行了感恩教育，激
发学生努力学习以报答父母、老师的恩情。 （姜斌）

光明路小学开展中秋感恩主题教育

市中讯 九月，是秋的季
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回报的季
节。为了迎接教师节，市中区沙
河子小学少先队大队部组织全体
少先队员开展“六个一”活动，
分别是：举办了“感恩教师，向
教师节献礼”征文比赛，评选出
优秀作品；开展了“我为老师画
张像”活动，孩子们用稚嫩的
手，五彩的画笔，为心爱的老师
画出了一幅幅逼真、感人的画
像；校园红领巾广播站还开展了

“老师，您辛苦了！”专题广播节
目，播出了一篇篇优秀征文；号

召学生动手为恩师制作一张精美
的卡片，学唱一首给恩师的赞歌
和创编一首献给恩师的童谣。此
外，大队部还准备了一个心连
心、对对碰的箱子，让孩子们把
自己想对老师说的话，写成信投
进箱子，这样使老师们更真切地
感受到学生对自己的爱。

队员们以多样的形式、丰富
的内容庆祝教师节，给辛勤耕耘
和默默奉献的老师送去诚挚的祝
福，感谢恩师，共同创建了互敬互
爱、其乐融融的和谐氛围。

（杨琦 李运环）

沙河子小学热烈庆祝教师节

市中讯 为增强全体教师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激励全体教师爱岗敬业、教书育人的热情，9月9日下午，市
中区实验小学举行了第三十二个教师节表彰大会暨教师宣
誓仪式，全体教职员工参加会议。

会上贾宪章书记宣读了学校关于优秀教师、优秀班主
任、先进教育工作的表彰决定。季艳婷校长代表学校对无
私奉献、默默耕耘的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
并对获得表彰的老师表示热烈的祝贺。她总结了一年来学
校取得的突出成绩，并指出学校的发展方向。

接着进行了教师宣誓活动，在鲜红的国旗下，全体教师
庄严宣誓：“我宣誓——我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深深
地知道，这个神圣的职业，承载着几许热情……”宣誓的瞬
间，全体教师油然而生一种教师职业的荣誉感、自豪感和责
任感。它必将会成为全体教师切切实实的职业准则，成为
鞭策教师们成长的力量。 （宗西娜 黄桂冰）

实验小学举行2016年
教师节表彰大会暨教师宣誓仪式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大
学生的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
9月 12日下午，枣庄职业学院
2016级高职新生法制安全教育

报告会和火灾逃生演练活动在
学院操场举行。

法制教育由枣庄市警察学
校李巧云教授主讲，消防安全

教育由市消防支队高级工程师
管崇然主讲，消防演练由市消
防支队刘明主任担任总指挥，
学工处及相关系（院）负责人
出席会议。

活动分为法制教育、消防
安全教育、灭火演练、宿舍火
灾逃生演练、参观消防文化墙
及消防宣传车五个环节。

李巧云教授从公民的权利
和义务为切入点，结合徐玉玉
被骗至死案、药家鑫杀人案、
黄洋中毒案等案例以案释法，
使同学们进一步增强了法制意
识，提高了学法、懂法、用法
的自觉性和用法律武器保护自
己的能力。

管崇然高工的报告结合
上海商学院火灾及我市的几
起火灾事故，详细讲解了火
灾发生的原因、火灾的巨大
危害、火灾发生时的逃生技
巧等消防知识。灭火演练让
同学们学会了正确使用灭火
器的方法，增强了消防安全
意识，掌握了遇到火灾等灾
害事故时自救逃生的基本方
法，提升了逃生自救能力。

会后，同学们还参观图书
信息楼消防文化墙和消防宣传
车，进一步强化了报告环节和
演练环节学到的消防安全知识
和逃生本领。

（卢秋 王大为 摄）

枣庄职业学院举办新生法制安全教育报告会和消防演练

台儿庄讯 为帮助新教师尽
快熟悉业务，尽快适应新的工作
岗位，尽快成长为合格的教师，
有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育学
校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充
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近日，台儿庄区实验小学组
织今年刚上岗的21名新教师，开
展了师德修养、班级管理、教学
技能、教学常规等方面的业务培
训。

近年来，由于该校办学规模
的发展壮大，每年都会有一批新
老师加入到该校教师的行列。因
此，新教师业务培训活动是该校
近年来每年例行开展的活动，已
经形成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
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促进了
新教师的快速成长，受到了学
校、老师、家长以及上级主管部
门的充分好评。

（孙景权 马丙新 摄）

峄城讯 近日，吴林中学响应上级号召，面对全校师生
开展了“三秋禁烧”宣传教育工作。

该校从生产安全到环保意识的角度对学生进行了焚烧
玉米秸秆儿的危害教育，运用大量的图片从土层危害、供电
通讯破坏、树木损伤、资源浪费、大气污染、呼吸道疾病、交
通安全事故等方面给予了直观教学。同时让学生们深刻了
解了玉米秸秆还田的好处。

为了响应上级部门对此项活动的宣传监督，该校印发
了“致家长的一封信”，对学生家长也进行了深刻的宣传工
作，为“不着一把火，不冒一处烟，不污染一条河流”的目标
贡献了力量。 （张宏伟 侯夫强）

吴林中学积极开展“三秋禁烧”宣传

本报讯 开学伊始，立新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将
席签移植到新生入学的管理中，即每个学生都自制席签，
放于自己的桌上，让席签在教学中发挥了妙用。将名字制
作成席签，不仅能让孩子尽快认识自己的姓名，增强自我
认同感，还能让孩子迅速拉近自己与原本陌生的汉字的距
离，快速识记同学们的名字，同时可以让教师更快地认识
学生，增强师生双方的亲近感，也有利于家长们接送自己
的孩子，可谓一举多得。

“一年级班主任们的这一举动，看似简单，却承载着
大家的教育智慧。”立新小学校长王玉恩说，“在教育教学
工作中，只要用心，就能出智慧。既方便了自己，也成全
了学生。” (党启金)

小席签搭起家校大桥梁

市中讯 9月 12日下午，永
安镇遗棠小学全体师生在学校操
场集合，聘请市中检察院普法人
员举办了“检校共建，法制教育进
课堂”安全法制教育讲座。会议
由学校校长刘全生主持。

在法制教育讲座上，面对各
种各样的不法侵害，警官分别从
六个方面给孩子们支招：保护好
自身安全为主要任务，不提倡与
犯罪分子面对面搏斗，而应设法
摆脱困境，找机会拨打“110”。运
用正确途径向家长及监护人或学
校、公安机关报告。不要给陌生
人开门，查明身份向家长电话征
询意见。不经家长同意不得外出
看各种展览、集会及夜不归宿。
路上遇到歹徒舍弃现金进行自

保，记住口音面部特点，身材，进
行周旋安全脱身。遭遇绑架要发
挥聪明才智与家人报信，留下书
本、衣服等线索。

该院检察官用通俗平实的语
言，结合实际案例，重点介绍了未
成年人犯罪的常见罪名及预防违
法犯罪的相关知识，还通过引导
学生观看倪萍主持的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大型公益寻人栏目的
《等着我》一些真实的案例，告诫
同学们要学法知法、远离犯罪，以
免给家庭带来巨大伤害。此次法
制教育专题讲座，使同学们树立
了正确的法律意识，学会自觉的
遵守法律、法规，学会用法律来保
护自己，提高安全防范能力，健康
成长。 （刘全生 张荣艳）

遗棠小学：检校共建和谐校园

峄城讯 为切实提高广大学生及家长的安全防范意
识，保障广大学生身心健康，确保学生家庭免受不法侵害，
峄城区实验小学联合该区公安分局在全体学生中开展了防
诈骗教育活动，并印发《致全体学生及家长的一封信》。详
细告知近年来出现的诈骗的主要手段及不轻信、不透露、不
转账、不慌张等四种防范应对方法。通过家校联手，让每个
学生、每个家庭了解如何防范诈骗，并通过把学习到的安全
防范知识向左邻右舍和老人们宣传，拓展社会宣传覆盖面，
让诈骗无机可乘，从而有效遏制此类犯罪现象发生。（谢兵）

峄城实验小学开展“防诈骗”教育

市中讯 逸夫小学新学期，从开学第一周国旗下杜校
长讲话、第二周朱校长讲话到第三周德育主任讲话及每一
次学生的演讲，都在对学生进行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和仪式
教育。学校还组织全体师生认真学习《中学生守则》，并充
分利用每周二下午班会课，进行不同主题的养成教育主题
班队会，德育处还通过电子屏、报栏、黑板报等进行养成教
育宣传、营造文化氛围，加大引导和宣传力度，目的让学生
自觉遵守道德行为准则和良好习惯养成，造就品德好、品行
优、品位高的新一代创新人才。 (吕林红)

逸夫小学重视学生养成教育

市中讯 9月9日下午，市中区光明路小学召开庆祝第
32个教师节暨教师宣誓活动，表彰了30名“优秀教师”、“优
秀班主任”、“优秀教育工作者”、“师德标兵”。

会上，刘建勇副校长宣读了表彰决定，与会领导为刘红
红等20名“优秀教师”，刘艳丽等8名“优秀班主任”，刘建勇
为“优秀教育工作者”、王才华为“师德标兵”颁发了荣誉证
书，苏鹏校长带领全体教师庄严宣誓并致辞。他说，“过去
的一学年，我们取得了太多值得骄傲的成绩——教师爱岗
敬业、为人师表；学生活泼善思、全面发展；校园整洁靓丽、
平安和谐。教学条件日趋完善、教学质量名列前茅、教育科
研异军突起、德育工作硕果累累。青年教师茁壮成长、骨干
教师意气风发，使学校发展进入了又一个崭新的时期，充分
展示了光明路小学‘德育教育求小、课堂教学求实、环境教
育求雅、教学质量求高’的社会形象。”同时鼓励受到区级奖
励的 5名教师和 25名校级模范教师要再接再厉、积极进
取。希望全体教教师向先进同志学习，增强遵章守纪、勤奋
工作的岗位意识；增强用心做事、善于反思的效率意识；增
强齐心合作、共享成果的团队意识；增强潜心学习、锐意进
取的创新意识。振奋精神，迎难而上，推动学校教育教学工
作再上新台阶，再创新辉煌！ （渠雯 金殿居）

光明路小学开展
庆祝第32个教师节暨教师宣誓活动

台儿庄实验小学开展新教师培训助推新教师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