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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台县实验学校

防空避险疏散演练
助力创建平安校园

9月21日上午，桓台县实验
学校组织全体师生举行防空避
险疏散演练。

演练前，各部门各级部作了
精心设计和周密安排，并在各主
要安全通道布置了疏散引导图。
演练过程中，师生本着“就近、快
捷、安全、有序”的原则，同学们
或双手抱头或捂住口鼻，沿着既
定的疏散通道迅速撤离到指定
安全区域，由各班主任清点成功
疏散人数，逐级上报。演练最
后，学校相关负责人对本次演练
作出总结评价，号召大家注重防
范各类险情，共同创建平安校
园。 郑重 李磊

桓台县实验小学

师德铸师魂
信仰育担当

争做“四有”好老师，勇当育
人“大先生”。近日，桓台县实验
小学举行了“喜迎二十大 师德
铸师魂”主题教育活动。

庄严宣誓之后，老师们在师
德师风承诺书上郑重地签上自
己的名字。随后，县师德标兵于
海霞、县优秀教师崔萍、县优秀
青年教师刘艳、县优秀班主任赵
娜为全体教师讲述了他们诠释
师德风范的故事。最后，学校副
校长刘淑华带领大家学习了教
育政策法规，以达到深学笃行厚

植师德情怀的目的。 王树洋

心系国防 有你有我
桓台县城南学校
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近日，桓台县城南学校开展
国防教育活动。

在国防教育主题班会上，学
生相互交流对国防知识的认识；
在国防教育知识竞赛中，学生们
踊跃发言，兴致高涨；学校还组
织学生观看国防教育宣传栏；学
生们回家后还与家人一起观看
国防教育视频。一系列活动，让
学生们深刻理解了“国无防不
立，民无兵不安”的重大意义，从
内心激发了参军报国、强我国防
的热情，他们将加倍努力学习，
苦练本领，为祖国的强大和民族
的复兴贡献青春和力量。

荆春阳 孙涛

荆家镇后刘中学

组织“9·18”
防空应急演练

近日，荆家镇后刘中学组织
“9·18”防空警报试鸣应急演练
活动。

15：10，演练活动现场总指
挥一声指令，各岗位教师迅速到
位，全体学生听从指挥，迅速有
序地离开教室，按照指定的疏散
方案和路线从教室紧急撤离到
教学楼前广场。到达指定的集
结区域后，迅速蹲下，双手抱头；
各班级、年级及时清点人数，汇

报给总指挥。整个演练过程紧
张有序，老师组织到位，保障有
力，学生听从指挥，积极参与。
全校师生在3分钟内全部疏散到
安全地点，圆满完成应急疏散演
练活动。 刘洪儒

桓台县唐山镇中心小学

召开主题班会
讲解学生资助政策

为了加强国家资助政策的
宣传，给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普
及资助知识，近日，桓台县唐山
镇中心小学召开学生资助政策
主题班会。

班主任就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资助政策进行详细讲述和解
读，图文并茂的资助政策宣传让
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了资助政策。
同时也让每一名在校生感恩国
家关心与帮助，学有所成后回报
国家和社会。 王形

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
淄博建筑工程学校
举行“9·18”防空应急疏散演练

9月18日上午，淄博建筑工
程学校举行了“9·18”应急疏散
演练活动。

当天10：00，急促的警报声
响起，全体学生在班主任的组织
带领下，快速有序从教室紧急撤
出，按照既定路线撤离到学校操
场。学生到达操场后，迅速整
队，班主任清点学生人数，确保
所有学生安全撤离。

演练活动后，学生们在“铭
记历史 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

吾辈自强”条幅上郑重地写下
了自己的名字，表示定将铭记历
史，为祖国的未来而奋斗。

孙艳翠

桓台县果里镇闫家小学

教学视导开新篇

近日，桓台县果里镇闫家小
学组织开展教学视导工作，桓台
县教研室教研员走进闫家小学
课堂，指导学校教育教学各项
工作。

课堂上，各位老师聚焦课程
标准新要求，关注学生的学习过
程和学习状态，讲课思路清晰，
课件新颖生动，形式多样的活
动，课堂气氛活跃灵动。课后评
课环节，教研员认真讲解新的课
程标准理念，帮助教师更好更快
理解适应新的课程标准教学要
求。 李新峰 朱宁

心系国防 爱国爱家
桓台县新城中学
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

近日，桓台县新城中学开展
“逐梦前行”新时代全民国防教
育进校园活动，依次组织了“初
一新生军训”“9·18防空演练”

“国防教育班会”一系列活动。
军训中，新城中学初一学子

迎着骄阳，练习站姿和蹲姿等各
种规范动作，笔直的身影，整齐
的队列，是他们成长与蜕变的证
明。9月16日上午，新城中学开

展了“铭记历史，勿忘国耻9·18
防空应急疏散演练”活动，急促
的防空警报声响起，在安全领导
小组统一指挥下，各班主任带领
学生按预定路线疏散，仅用时3
分钟。9月17日，新城中学各级
部利用班会时间，展开了形式多
样的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各班班
主任讲解了基本的国防知识，讲
述了我国军人爱国护国的故事，
让同学们明白了国防维护的国
家利益有哪些，懂得了国防观念
和国家安全意识的重要性，号召
大家通过努力学习成就自我，为
国争光。 荆凯

教学视导
助推课堂教学发展

9月21日下午，桓台县教研
室学科教研员对桓台县第三中
学进行了教学视导检查，通过查
看资料、现场听课、评课等形式，
对学校开学以来的教学工作进
行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并给出了
一些切实可行的指导。

在视导过程中，教研员随堂
听取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共8
节课堂的现场授课。通过深入
课堂听课，了解学校任课教师的
课堂教学情况、教学常规的落实
及新课程理念的实施等。在评
课环节中，各学科教研员针对学
校教师备课、研读教材，授课环
节等内容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指
出了学校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并给出指导性的建议。

杨启超

淄博9月22日讯 9月19
日上午，桓台县世纪中学升旗
仪式暨第十四届科技节正式启
动。作为“科创筑梦”助力“双
减”科普行动试点单位，学校积
极探索创新科普模式，搭建“科

创”助推“双减”平台。
在平日教学中，学校依托

市科技活动赛事，进行青年科
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和中小
学生人工智能与实验创新研究
活动的普及培训，并积极组织

学生参加省市创客大赛、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全国NOC比
赛、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等
活动。

新学期的科技号角已经吹
响，桓台县世纪中学全体师生

将以新的姿态，怀揣科技梦想，
继续在科技的海洋中探究新的
创造。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晓宁 通讯员 宗瑶

淄博9月22日讯 近日，
桓台县马桥镇陈庄小学积极开
展形式多样的秸秆禁烧宣传教
育活动，增强师生及家长的环
保意识，有效遏制秸秆焚烧，改
善空气环境质量，建设生态
家园。

学校不仅组织开展“抵制
秸秆焚烧、共创文明家园”文明
实践主题升旗仪式，还召开主
题班会，通过典型案例和形象
的图片入手，从秸秆的含义、焚
烧秸秆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科
学处理秸秆的益处，以及焚烧
秸秆带来的严重法律后果等方

面，向学生宣传焚烧秸秆的危
害性。同时，学校还利用陈庄
集市、校门口电子屏、学校微信
公众号、发放知识宣传单等宣
传方式，宣传“抵制秸秆焚烧、
共创文明家园”主题活动，进一
步增强师生、家长禁烧秸秆的
自觉意识和环保意识，引导学
生争做绿色环保小卫士，形成
了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环境保
护的良好氛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张晓宁 通讯员 何
晓明

师徒结对齐绽放
匠心传承育桃李
桓台一中附属学校
举行师徒结对仪式

淄博9月22日讯 师徒结对
是加快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一个
重要途径，旨在帮助青年教师尽快
实现角色转换，为学校积累优秀师
资力量。9月20日下午，桓台一中
附属学校青年教师齐聚厚德厅，举
行了“青蓝工程”师徒结对仪式。

首先，宗宁副校长为学校聘任
的16位师傅颁发聘书；小学部教学
管理中心主任王媛媛宣读了师徒
结对名单。徒弟献花，师傅赠卡，签
订协议。师徒签下的不仅仅是一
份承诺，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韩卫东
在致辞中提出希望，师傅们要履行
好自己“传、帮、带”的责任；青年教
师要虚心向师傅学“道德”，学“责
任”，学“艺术”；老师们能真正聚焦
育人，用爱和责任去唤醒学生的生
命自觉，把学生的灵魂引到至真至
善至美的境界；学校各部门为青年
教师搭台子、竖梯子，努力为青年
教师创设良好的成长和发展氛围。

接下来，学校将继续开展青年
教师亮相课、新课标知识学习等系
列活动，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期待更多的优秀教师在学校这方
沃土上成长起来。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晓宁 通讯员 何翠玲

科创筑梦助“双减”
桓台县世纪中学第十四届科技节启动

桓台县马桥镇陈庄小学

抵制秸秆焚烧 共创文明家园

师生向市民发放宣传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