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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河街道中心小学

举行班主任工作亮点交流会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班主任在学校德育工作中的主体地位，

回河街道中心小学举行班主任工作亮点交流会。班主任们结合
实际，分别从班级文化建设、班干部队伍建设、如何与家长沟通
等几个方面介绍了自己的工作亮点。此次交流会的召开，为班
主任搭建了学习借鉴、资源共享的平台，增强了班主任工作方法
的多样性和艺术性，对学校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张文）

索庙小学

举行”节约用水 从我做起”
主题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为了增强师生节约用水的自觉性，培养同学
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保护水资源意识，养成节约用水的良好
习惯，索庙小学开展了“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主题活动。首先，
学校利用国旗下讲话的机会，向全体师生发出了参与节水活动
的号召。接着，学校组织开展了多项活动：各班召开了“节约用
水，从我做起”主题班会；学校组织了“节约用水”学生手抄报、

“节约用水”学生漫画、“我的天堂我的水”专题征文等系列活
动。本次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学生参与性强，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 （徐蒙蒙）

回河街道中心小学

举行书法比赛
本报讯 为了激发学生写好中国汉字的欲望，近日，回河街

道中心小学语文组的老师们举行了一场书法比赛。一二年级写
铅笔字，三至六年级写钢笔字，书写内容以“爱国”为主题。同学
们认真书写，尽情挥洒，一个个清秀、工整、规范的汉字展现出了
学生的良好素质。比赛评选出最佳书写奖，优秀作品在全校进
行展览。通过这次比赛，激发了学生们的书写热情，有助于他们
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霍学娟）

索庙小学

举行2019年秋季优秀学生
表彰暨家长会

本报讯 10月29日，索庙小学举行2019年秋季优秀学生表
彰暨家长会。架设学校与家庭协同教育的桥梁，进一步关注孩
子的成长细节，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形成教育合力。

会上，六年级学生代表分享了学习经验，家长代表分享育孩
经验，优秀教师代表与家长朋友们沟通交流，希望携手共创孩子
的美好明天。

校长刘强作总结讲话，希望获奖的同学戒骄戒躁，再接再
厉，同时希望其他同学在以后的学习中，以受表彰的同学为榜
样，奋起直追、争创佳绩。 （马居萍）

本报讯 南湖中学代表受邀到实验
中学进行学习交流活动。大家分学科走
进九年级的课堂，利用前三节课的时间
近距离感受济阳区实验中学的“本色课
堂”。老师们全程认真观摩体会并做了
详细的记录。听课结束后，老师们回到
接待室进行评课、交流。各学科组进行
组内评课和交流。两校老师们就课堂效
果、重难点的把握、教学进度等问题进行

了分享交流，老师们各抒己见，气氛非常
热烈。南湖中学有关负责人表示，感谢
各位领导和老师的热情接待，也很高兴
有这样一个机会为两所学校搭建一个此
次交流互相提升的平台，老师们可以说
不虚此行，满载而归。希望日后有更多
这样的机会，让两所学校的老师互相交
流提升，也将两所学校的友谊传承下
去。 （曲秀亮 刘米雪）

本报讯 实验小学于10月30日下午进
行防震减灾应急疏散演练，全体师生参加
了本次演练活动。

演练中，从地震警报响起到学生全部
从教室撤离到校园安全区域，历时二分五
十秒。整个演练过程做到了快速、安全、有
序，师生配合默契，疏散时动作迅速，线路
清晰。当第一次警报响起时，全体学生双
手抱头，蹲在课桌底下，进行应急避震自

救。第二次警报拉响后，用书本保护头部，
由教室前、后门同时迅速撤离出来，疏散到
预定地点集合，以防余震发生。到达安全
区域后，双手抱头，蹲在原地，保持安静。
然后，各班主任迅速核实人数，向各年级主
任汇告，再由年级主任向分管校长报告。
演练结束后，各班按指定的返回路线返回
教室。各班又针对本次演练情况进行了点
评。 （刘丽佳）

本报讯 10月30日上午，创新中学党
支部组织全体党员来到鲁中抗日战争展
览馆和莱芜战役展览馆，缅怀革命烈士，
接受革命教育、思想政治洗礼。

从战役准备，直到战役凯旋，跟随着

讲解员的讲解，全体党员仿
佛亲历了整个战役过程，漆
黑的子弹壳，残破不堪的草
鞋，简陋的指挥部，一件件
真实生动的实物展品，一张
张清晰明了的战争图片，让
大家震撼之余心生敬畏，大
家纷纷表示，要学习革命先
烈矢志不渝，为中华民族的
解 放 奋 斗 一 生 的 革 命 精
神。最后，全体党员来到革
命烈士纪念碑前，一起重温
了入党誓词。铿锵激昂的
誓词，再一次让大家感受到
革命的力量，大家一致表

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恪尽职守、积极
工作，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不忘党的初
心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不懈奋斗。 （通讯员）

本报讯 10 月 22 日，我区 3Done 创客
资源集中培训在第十中学举行。

培训会上，中小学三维创意社区高级专
家白天阳老师，分享了三维设计在中小学的

应用现状，对中小学
电脑制作大赛 3D 创
意设计未来、智造设
计等赛项作了详细的
解读。本次培训侧重
3DOne 校园 3D 打印
课程在校园教学方面
的实际运用，与会教
师对 3D 打印在中小
学的创新教育有了直
观认识，现场还进行
了互动交流，效果良
好。我区将进一步深
化信息技术和教育教
学的有机融合，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

面，培养师生的创客、智造意识，努力实现教
育信息化与教育教学质量双促进，同提高，
共发展。

（通讯员）

实验中学

与南湖中学共话“本色课堂”

全区3Done创客资源培训
在第十中学举行

实验小学

开展防震减灾应急疏散演练

创新中学
赴莱芜战役纪念馆接受红色教育

在齐鲁济北眼科医院二楼的培训室内，
市民林女士正在陪孩子做视力康复训练。“我
是第一次来齐鲁济北眼科医院，这家医院很
专业，期待孩子视力恢复正常。”明亮的设计
风格、有序规划的专业验光室、专业的服务，
为初次走进齐鲁济北眼科医院的林女士提供
了完美的就医体验。

近年来，齐鲁济北眼科医院以稳健务实
的态度，促进各项事业稳步发展，从优化门诊
服务，到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标准化建设成绩
斐然；从多次举办预防近视公益捐赠活动，到
省内外专家临床坐诊多点开花；从打造济阳
专业眼科医院品牌，到全区首家职业病查体
中心成功落成……齐鲁济北眼科医院在人才
培养、硬件设施改造、服务水平提升等多个领
域取得了新的突破，为提高全区人民健康水
平，实现我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谱写了浓墨
重彩的篇章。

人才强院之基
创新兴院之道

“百姓到医院是看病的，这就要求管理
者和医务人员必须走在医学前沿，用创新引
领医院学术繁荣。”齐鲁济北眼科医院负责人
说。作为全区唯一一家专业眼科医院，齐鲁

济北眼科医院先后引进世界一流的检查设
备；医院拥有当今世界各类顶尖的眼科诊疗、

手术设备，包括日本多美角膜地形图及深圳
斯尔顿莫廷 OCT，美国超乳仪等，为济阳快
速引进国际一流的诊疗技术提供便利。能专
业诊疗白内障、青光眼、小儿斜弱视、眼底病、
角膜病、泪道疾病、眼外伤及眼肿瘤等各大眼
科疾病。

除了高精尖的设备和技术，齐鲁济北
眼科医院还聘请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
医院专家、北京同仁医院专家来济坐诊，让
许多没条件去大城市接受治疗的疑难眼疾
患者多了一个选择，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
不出区的有序就医格局。此外，医院还设
有百级手术室，可做白内障超声乳化人工
晶体植入术、翼状胬肉干细胞移植术、虹膜
切除术、睫状体剥离术等前沿手术，为我区
眼科病人带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与更多的
便利。

特色技术立足
方能声名鹊起

除了“看得见”的亮点，还有“看不见”
的优势。齐鲁济北眼科医院作为全区首家
职业病查体中心，目前正式通过了省卫健
委专家评审，顺利取得山东省职业健康检
查机构资质并投入使用。中心内设有预防
保健科、内科、外科、眼科等10个科室，且配
备了肺功能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彩超、
全景DR 等先进仪器设备。可进行尘肺、物
理因素、化学毒物等各类职业病工种的健
康检查项目。可承接团体体检、个人健康

体检、职业病体检等项目，并
根据年龄、性别、职业等不同
需求，结合实际情况设置了
个性化体检套餐，保障全面
评估受检人的健康状况，为
了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服务，
医院的健康查体车配备了高
精尖的查体设备，实现职业
病免费上门检查。

除了职业病查体中心是全
区“首个”之外，近视小儿推拿
基地的落成也促成济阳眼科医
疗水平站在全市前列。未来，
齐鲁济北眼科医院将形成完善
的以小儿推拿为主，集耳穴压
豆、拔罐、艾灸、中药外敷等为
一体的系统化中医药治疗儿童
近视方案，满足社会对儿童青
少年视力康复及预防保健的服
务需求，普及简、便、验、廉的中
医小儿推拿外治疗法，为济阳
青少年儿童视力康复治疗提供
了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近几

年来，我国的近视呈现出高发、低龄化的趋势，
并且近视度数逐年加深，，为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学生近视问题的重要指示 ，执行党
的号召，为了预防和减轻青少年近视，济北眼
科医院特引进角膜塑形镜，有效防控青少年近
视加深。

践行公益事业
再造清晰视界

“医院文化是医院内涵建设的深层反
映。”齐鲁济北眼科医院在充分挖掘和传承
医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的基础上，
逐步打造出了集创新性、公益性与系统性于
一身、具有鲜明特色的医院文化体系。齐鲁
济北眼科医院先后在垛石镇、曲堤镇、安大
社区等镇街开展每日义诊活动，免费帮助市
民检查身体情况；向济北小学、新元小学等
捐赠青少年预防近视设备，免费发放保护视
力科普书籍；爱眼日走进敬老院帮助老人免
费查体……

今年 2 月份，曲堤镇的冯姓病人因患有
急性青光眼来齐鲁济北眼科医院救治，因事
发突然且病情严重，院内多名医生迅速到岗
到位，经过长达两小时的手术，病人由危转
安。据了解，该病人病情严重，当时若不及时
治疗，将会彻底失明。病情痊愈后，冯大娘也
携家属来到医院表示感谢。 （刘姝琪）

医院地址：济阳区富强街24号凤栖花园
（十中红绿灯西行100米路南）

客服咨询：0531-84330999

齐鲁济北眼科医院 让济阳人民享受国际一流眼科服务

本报讯 三月份，第二实验中学校长
崔玉海带领学校的16名骨干教师到昌乐
二中进行为期三天的学习，把先进的教育
理念、科学的管理经验、丰富全面的教科
研内容、新的课堂教学模式带回学校。

学习回来当天，以崔校长为组长，校
委会组建了课改小组。在经过细致的学
习、整理后，结合本校的特点，校委会决定
开启深入探索改革教育教学之路，打造

“自主互动学习型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引
领学生全面发展。春华秋实，在本学期，
学校课改的东风更劲，在学习、培训、观摩
的基础上，全校教师的教育理念有了很大

的转变，积极投入到课堂教学改革中来。
学校以学科为单位，划分为9大教研组，校
委会成员各负责一个学科，本学科骨干教
师为教研组长，教研活动扎实有效的开展
起来。通过扎实的学习实践，实验二中教
师的思想正在发生着转变，从接受科学的
教育理念，到学习先进的教学模式。校长
崔玉海带领大家成功的迈出了课改的第
一步，并取得可喜的成绩。教师们的业务
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涌现了一批出色的教
学骨干，年轻教师也得到很好的锻炼，迅
速成长起来。学生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
人，并得到了全面发展。 （齐玉娟 李静）

本报讯 近日，回河街道教育党总支对
辖区学校及幼儿园展开安全隐患大排查
工作。检查组重点查看了各校区及幼儿
园的安全保卫与安全教育工作，并对校园
环境卫生与消防器材摆放提出相关建

议。对检查组指出的问题，各校区表示将
立即落实整改，切实做好细化和规范校园
安全的各项工作，努力为全体师生的安全
保驾护航。

（魏建周）

回河街道教育党总支

深入校区开展安全检查工作

第二实验中学

探索成就进步 课堂点亮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