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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过程管理，促进学
校教学质量全面提升，9 月 12
日，区教研室各学科教研员在
区教研室王厚涛主任的带领下
莅临二十八中进行教学巡视。

首先，张增碧校长汇报了
一年来枣庄二十八中在教学、
教科研等方面的工作开展情
况，并着重对学校当前教育教
学发展的形势、优势和存在的

困惑，向教研室领导做了详实
的汇报和深入的交流。从第二
节课开始各位教研员深入课堂
进行随堂听课，深入各备课
组，了解各备课组的教学进度
和新教材使用情况，就教师的
备课、作业布置与批改、课外
辅导、听课记录等方面和备课
组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下午，各科教研员分别召

集所管学科教师一起进行了认
真的评课，既肯定优点，又针
对教学中的问题提出改进策
略，指出今后在教学中应改善
及发展的方向。区教研室王主
任了解了学校的课程安排、课
堂常规、教师管理等多方面情
况后，对学校教学管理做得好
的经验给予了肯定，同时针对
所呈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

了整改意见。
本次区教育局教研室对枣

庄二十八中教学工作的巡视将
有效地促进教学发展的进度与
高度，促进枣庄二十八中教育
教学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为枣庄二十八中今后教育教学
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增添
了动力。

（李伟 邱瑾）

区教研室领导莅临枣庄二十八中进行教学巡视

为了贯彻教育部印发的《关于
做好庆祝 2017年教师节有关工作的
通知》精神，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
社会氛围，台儿庄区按照务实简朴
的原则，突出“美”、“实”、“广”
三个主题，开展好2017年第33个教
师节宣传庆祝活动。

突出“美”，大力学习宣传可
亲、可敬、可爱教师典型。结合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先进
事迹重要指示精神，各校园开展以

“迎接党的十九大，做好学生引路
人”为主题的师德教育活动，通过
多种形式深入挖掘宣传优秀教师典
型，讲好教书育人故事，生动展示

当代教师阳光美丽、爱岗敬业、无
私奉献、成绩凸显的大美形象，唱
响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主旋律，不
断激发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和教书育
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区、镇街、
校园分别召开教师节表彰会，对教
育系统涌现出的师德高尚、成绩突
出的优秀教师、师德标兵、优秀教
育工作者、教育质量先进集体和关
心支持教育、慷慨助学的优秀企业
进行表彰奖励，增强广大教师献身
教育事业的使命感和荣誉感，争做
人民满意的“四有”教师，立树人
之志，做有理想信念的好老师；存
为师之德，做有道德情操的好老师；

行笃学之风，做有扎实学识的好老
师；怀爱生之心，做有仁爱之心的好
老师。在全社会形成“党以重教为
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支教为荣、师
以从教为乐”的良好局面。

强调“实”，不遗余力为教师解
难题、办实事、做好事。要把对教
师的关爱与尊重落到实实在在的行
动上，解决实际困难、采取务实举
措、落实惠师政策，少干扰、不添
乱，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
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区领导
走访慰问教师活动。区领导到中小
学（幼儿园）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
活动，表达对全区广大教师的问候

与祝福，体现区委区政府对教育、
对教师的重视与关怀。关爱教师身
心健康。由区教育局领导包靠镇
（街、区）和学校，带领分管科室负
责人看望特殊教师代表，重点是乡
村一线教师、离退休老教师、贫困
教师以及因公殉职的教职工家属。
广泛调研了解教师的需求，采取实
实在在的措施，落实惠师政策，关
爱教师身心健康，提高广大教师的
工作生活品质。

做到“广”，通过电视、广播、
报纸、网站和“两微一端”，召开表
彰会、报告会、座谈会等多种形
式，从学生、教师、家长、社会等

不同角度，深入挖掘宣传优秀教师
典型，讲好教书育人故事。结合实
际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特色
纷呈、影响广泛的宣传庆祝活动。
动员各方力量共谋划、同行动、齐
参与。开放搞宣传、办活动，通过
多种方式动员群众参与，让群众深
入了解教育、教师，增进联系、增
强共鸣。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尊师
重教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便
利。要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务实、简朴开展教
师节各项活动，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确保广大教师过一个喜庆、祥
和的节日。 （靳欣 张浩）

台儿庄区念好“三字经”欢庆教师节

又是一年开学季，西王庄
镇中学开学见喜，全体学生用
上了新桌椅，每个学生脸上都
洋溢着开心的笑容。这得益于
山东康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
爱心助学。 8月31日“山东康
力爱心助学”捐赠仪式在西王

庄镇隆重举行。市中区政协副
主席、民建市中组委田静同志、
山东康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民建企业董事长吕作文同志、
镇党委副书记刘慎亮同志、镇
政府副镇长杨智慧同志、山东
康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陈法杨同志和市中区民建部
分领导以及该校师生近五百人
参加了捐赠仪式。

捐赠仪式上，山东康力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吕作文
代表公司向西王庄镇中学捐赠
了 300 套课桌椅，对贫困学生

发放了助学金，对品学兼优的
学生发放了奖学金还为突出贡
献的教师颁发了慰问金，并勉
励在场的莘莘学子努力学习，
奋发图强，以优异的成绩回报
社会。

（张庆龙 摄）

旧桌换新桌 师生尽开颜

9月9日晚，光明广场华灯
璀璨，人潮涌动。在第33个教
师节来临之际，市中区 2017

“光明之夏”文化惠民演出——
教育专场隆重举行。区人大、
区政协有关领导，区教育局班
子成员以及各中小学校长、教
师代表与广大市民群众一起观
看演出，同享文化盛宴，共迎
教师佳节。

伴随着歌舞 《节日的欢
歌》的优美旋律，晚会在欢乐
祥和的气氛中拉开帷幕。实验
小学的舞蹈《小马奔腾》，文化
路小学的诗朗诵 《是谁在歌
唱》、武术《少年强》，枣庄十
六中学的舞蹈《掀起你的盖头

来》、独唱《老师，我总是想起
你》、器乐合奏《木兰颂》，中
兴小学教师广场舞《嗨！动起
来》等节目轮番上演，赢得现
场观众的一阵阵掌声。晚会
上，可爱的孩子们还给优秀教
师、优秀班主任代表献上鲜
花，并用少先队礼表达了对老
师们的敬爱和祝福，整场晚会
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洋溢着
满满的爱和正能量。在大型歌
舞 《富强歌》、《中国有我》
中，晚会圆满落下帷幕。

今年以来，在区委、区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各部
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市中区教育局围绕擦亮“学在

市中”品牌目标，突出改革发
展主题，全力推进解决“大班
额”、全面改薄等项目建设，在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道路上迈
出了坚实步伐。全区广大教职
工坚持立德树人，教书育人，
极大地促进了少年儿童的全面
发展、健康成长。此次文化惠

民演出教育专场充分展示了该
区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效和素质
教育的成果，展现了师生良好
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养，进一
步激发了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
的工作热情，营造了尊师重教
的浓厚氛围

（徐旭 王冰 摄）

2017“光明之夏”文化惠民演出

——教育专场隆重举行

“暑假里，老师让我
许下了‘微心愿’。今天，
我的‘微心愿’实现了，我
收到了枣庄市检察院韩阿
姨给我寄来的一件崭新漂
亮的羽绒服！”阴平镇白山
前小学五年级二班的肖雨
韩同学爱不释手地拿着散
发着爱心的羽绒服高兴地
逢人就说。

据悉，这是团市委倡
导发起的“微爱同行 童
心圆梦”活动的一个真实
缩影。暑假里，阴平镇团
委按照团市委指示精神联
合镇教委在全镇中小学寻
找贫困家庭子女，经过现

场走访和严格排查，发现
了 5 名比较贫困家庭子
女，并指导他们在“微心
愿”登记表许下自己的小
小心愿，有的同学许下了
一件漂亮的羽绒服，有的
同学许下了一双运动鞋等

“微心愿”。这些“微心
愿”由团市委倡导的爱心
单位或爱心志愿者帮助实
现。开学了，同学们的这
些“微心愿”将陆续实
现，虽是“微心愿”，却
见证了大爱心，圆了一些
贫困家庭子女的梦,受到
社会各界的好评。

（宋均升）

“微心愿”见证大爱心
我的“微心愿”实现了

新老教师结对，夯实
教学质量提升基础。古邵
镇中心校根据新入编教师
和老教师教育教学实际情
况，新老教师结对 12 组，
为新教师更好地适应校园
环境和教学质量提升奠定
了基础。

完善软硬件，突破大
班额化解难题。峄城区教
育局新分配教师 12名，给
学校注入新的活力，全校由
原来6个级部都是65人以
上的大班额，现化解为除2
年级1个级部外，其他每班

平均约为 50人。明年，新
建教学综合楼落成后，将全
面化解大班额的难题。

提升安全意识，筑牢
校内外安全隔离带。为防
溺水工作落实到位，暑期
前，通过安全知识讲座、明
白纸、致家长一封信等形
式，给学生和家长打了“预
防针”。暑假前期，由校委
会牵头，分3个组，分别到
有隐患区域，配合村委会
安装安全警示牌 11个，进
一步把防溺水的工作落实
到实处。 （马薪茹）

三措并举开启学期新篇章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
又是一年开学季，文化路
小学的孩子们又重新回到
了美丽的校园。新学期，
要从好习惯的养成开始。
四年级六班积极响应学校
号召，开展了“好习惯，伴
成长”的养成教育活动。

班主任老师利用班会
课给孩子们讲了良好习惯
的重要性，一张张朝气蓬
勃的小脸儿专注而认真。
接着，孩子们就“好习惯，
伴成长”这一话题展开讨
论，尤其在放学路队、卫
生、上课纪律等方面献计
献策。众人拾柴火焰高，
孩子们出谋划策，制定出
了更好、更高、更容易操作
的标准。比如，在放学路
队方面，孩子们把放学路
队的标准编成口号：安静
整齐速度快，精神饱满口

号响。跑操时要做到：出
操有序，高抬膝臂；跑操整
齐，匀速前进；退操有序，
不跑不闹。大家在课堂上
制订了“每月一个好习惯”
计划书，每位学生结合实
际生活，写下自己最应该
纠正的 10 项坏习惯和挑
战自我宣言，决心战胜自
我，持之以恒，改掉坏习
惯，养成好习惯。好习惯
的养成需要 21天，在以后
的生活中，文小师生将共
同努力，持之以恒，帮助孩
子们养成好习惯。

“播下一个行为，收获
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
性格，收获一种命运”。一
个好习惯的养成，将使人
终生受益；好习惯养成，从
今天开始……

（张菲）

新学期 从好习惯养成开始
—文化路小学四年级六班九月主题活动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
伴随着金秋丰收的脚步，
又迎来新的学期。9 月 8
日下午，古邵镇中心校师
生齐聚校园内，举行了
2017 年秋季开学典礼暨
养成教育月启动仪式。

典礼由德育办主持，
颁发优秀教师证书，优秀
学生奖状等奖项，由优秀

教师代表发言，优秀学生
代表发言。活动在国歌声
中拉开帷幕……

最后，厉校长做总结
发言，由衷的希望孩子们
在新的一学年，勿忘初心，
刻苦学习，在养成良好行
为习惯的同时，用自己的
勤奋与智慧开启新学期新
篇章！ （筝小菲）

新的学年 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