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温度的教育还是眼中有人、心中有爱
的教育。纬二路小学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以让每个学生健康成长为宗旨，让教育
在不足6亩、寸土寸金的沃土上自然发生。
纬二路小学校长烟文英告诉笔者：“ 纬二路
小学是一所有教育信仰的学校，它把最大限
度地成全每一个生命作为所有老师的使命，
作为教育者的责任和义务。”基于此，纬二
路小学坚持十一年做“ 关注生命”的小班化
教育，通过特色德育课程努力让教育充满人
性的光辉。从“ 泉”主题课程的项目式学习
和体验式学习，到大数据评价“ 小思徽章”
的引入和使用，再到模拟“ 一带一路高峰论
坛”的自组织课程，纬二路以儿童视角、儿
童生活、儿童行为细节为出发点，让每个儿
童在校园生活中获得存在感和尊严感，唤醒
儿童的内在成长力量。还有走进自然课程、
健身课程等基于核心素养的亲子课程，同样

支撑起孩子的成长，和学校课程互为弥补，
也让教育成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济南市市中区各学校体现有温度的教育
方式各有不同，却都坚持问题导向，回应社
会需求，宏观全面的教育设计和具体细微的
行动有机结合，追求教育的高质量和教育公
平——— 坐落在千佛山的舜耕小学致力办一所
体现“ 舜”文化的生态学校，近几年来，学
校以儿童需要为出发点，大力推进润德课
程，整合三级课程，打造六大主题，探求实
施方案和实施步骤，配合具体教材，确保在
每个年级落实。该校以老师需求为出发点，
适时组织“ 优秀班主任工作室”，在轻松愉

悦的氛围中探讨教学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效
果。并以家长需要为出发点，组织家委会，
每班四人，和老师互为帮手，解决了家长和
学校的后顾之忧。经五路小学秉持责任与智
慧的办学理念，把课程研发作为学校的生命
线，站在每一个学生的明天来做今天的教
育，通过十多年对“ 闪亮童年”成长课程的
实践，学校不断完善成长课程，从简单的入
队仪式、十岁生日联欢和毕业典礼，到进一
步丰实和深化的入队课程、十岁课程和毕业
课程三个独立的课程，再到统一整合成贯穿
经五路小学学生六年的成长体系，以课程为
研究形式，以年级为研究单位，实现学生核

心素养的发展。西藏中学则力行“ 汉藏一家
亲”的主题教学，呈现为三纵三横，纵横交
错，“ 家之情怀”为三纵，包括走进新家、
再回老家、难忘我家，“ 国之情怀”为三
横，包括亲我泉城、爱我山东、游我中华，
纵横交错是学生情感的升华部分，包括广育
德育、民族文化、家庭牵手，旨在学校的悉
心培育和呵护下，唤醒学生个性，与学生共
成长。

济南有温度的教育来自有温度的教学，
来自有温度的教育环境，更来自有温度的教
师。正如济南市教育局副局长方辉所说，教
育的本质是育人，关注的是活泼泼的人，而
不是冰冷冷的分。在济南市推出有温度的教
育理念下，学生的发展需求将得到重视和满
足，内在潜能将得到充分挖掘，会不断引导
学生实现更健康的自我，推动更高质量教育
的实现。

有温度的教育往往是润物无声的，它在
点点滴滴中让人心生暖意，让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吸收着正能量。济南外国语学校正奉行
着如是的教育理念——— 以教育的温度孵化学
生的成长。而这温度又是从何而来呢？该校
校长苏旭勇坦言，那是来自于对学生的关
爱，来自于对教育的情怀。“ 学校是否卓
著，教育是否成功，其最终衡量杠杆应该是
学生，当学生对学校的回忆是彩色的、是温
暖的，这足以成为对老师、学校、教育的最

大褒奖。”
所以，济外做的是有温度的教学。在

坚决杜绝有偿家教方面，学校设立免费的
集体课程，并将其纳入课表，根据学生需
求专门设计学业辅导课程。与此同时，该

校还坚持探索创新，以丰富的文娱活动扮
靓学生的生活。该校格致园，园子不大，
却有苏州园林风格的雅致；生物园，学生
种的蔬菜、庄稼长得茁壮，温室里孩子们
培育的花朵开得鲜艳；阅读书吧更是功能

齐全，复合阅读、交流等多项功能，极大
地丰富了学生的精神生活；还有废物回收
间，由学生轮值管理，对收集来的旧报
纸、饮料瓶等垃圾，摆放有序，回收所得全
部用来捐献，既奉献了一份份爱心，又培养
了孩子们的环保理念；还设有家长接待中
心，由专人负责，并设置有舒适的休息区；
还有二十多个“ 济外故事”“ 济外的歌”

“ 诚信之缝”“ 心依书架”等等，更成为
该校德育教育一个个闪光点……

9月14日下午四点半，笔者来到济南市
营东小学，迎面是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的学
生，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
伍，有秩序地走出校园。而走进学校一楼
主题阅览室时，看到的更是另外一番温暖
模样——— 有的学生正在教室门口仔细地登
记信息，有的学生坐在书架前专注地看
书，有的学生围坐在小圆桌认真地写作
业……据了解，自2012年开始，本着“ 为
了孩子一切，为了一切孩子，解决家长后
顾之忧，为家长分担，让孩子有所进步有
所收获”的初衷，营东小学开设了这“ 四
点半课堂”，从该校东校试点，通过学习

互助小组的形式初见成效后，便在全校推
广并且逐步改进。

“ 四点半课堂”的管理者不是学校老
师，而是家长。由家长组成的家委会成员，
一方面使家长走进学校零距离接触学校环
境，另一方面也帮助学校完成了一个特殊的
服务建设。家委会有自己的值班名单，每天
两个固定人员，两个机动人员，保证了这项

工作的有序运行。
“‘ 四点半课堂’有效解决了家长不

能及时接孩子的困难，也为孩子们提供了
安静优雅的第二课堂，还能帮助他们养成
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营东小学家委
会主任黄闻玲告诉笔者，现在每天会有50
名至70名孩子来“ 四点半课堂”，最晚的
时候要到六点左右家长才能把孩子全部接

走。学校将“ 四点半课堂”设立在“ 春夏
秋冬”主题阅览室中，不仅营造了宽松自
由的环境，而且提供了完备的资源，其中

“ 冬”阅览室中的电脑可供网上学习。从
周一到周五，“ 四点半课堂”风雨无阻地
在坚持着，并且学校将其延伸到寒暑假，
这种“ 人文式”的便民服务，极大地解决
了家长的后顾之忧。在这里，“ 四点半课
堂”已经不仅仅是孩子们的第二课堂，更
成为了孩子们的第二个家。营东小学真正
地从行动上做到了有温度的服务，让家长
放心，让孩子满意，将每一个孩子更加完
美地送到家长的手上。

□田可新 张鹏程 赵思童 李静

核心提示：早到可进校、晚走有管护，
各学校要提供“ 人文式”便民服务，解除家
长“ 后顾之忧”……9月14日，济南市教育局

发布《 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
通知》，这是继“ 9月底主城区学校学生午餐
需求将100%覆盖”后，市民们再次感受到来
自济南教育的“ 温度”。近年来，济南市教
育局积极回应百姓关切，强化教育服务功

能，全方位做好“ 有温度的济南教育”，力
求百姓满意、政府放心。9月15日，教育部领
导来鲁督查听取有关济南市教育工作汇报
时，肯定了这些做法，并提出要“ 以人为
本，努力循着群众的呼声办好教育”。

在学校打造孩子第二个“ 家”

以教育的温度孵化学生的成长

最大限度地成全每个生命

有温度的济南教育：让爱的阳光普洒校园

营东小学“ 四点半课堂”

纬二路小学，老师和孩子们正在做操

纬二路小学，老师正在辅导学生

营东小学“ 四点半课堂”里，孩子们正在写作业

专版28 2017年9月28日 星期四

电话:(0531)66601249 Email:jnxw@dzwww.com

■核心提示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的高度决定发
展的高度。当前，济南正处于“ 打造四个中
心，建设现代泉城”的关键时期，携河发展战
略深入推进，天桥区作为跨河发展的战略支点
和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的核心区，迎来了大开
发、大建设、发展大提速的崭新阶段。

近期，为抢抓战略机遇，引进各类高层次
人才，尤其是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助力先行区
建设，天桥区紧紧围绕全区“ 一二三四”总体
发展思路，顺势而为，筑巢引凤，部署实施了

“ 凤栖天桥”人才工程引领培育计划，全面加
强6支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统筹人才队伍建设的
党政人才素质提升、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育、
专业技术人才培育、高技能人才发展、农村实
用人才开发、社会工作人才发展等6大重点人才
项目，全面加强各类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
用，开展“ 凤栖天桥”高层次人才评选和“ 天
桥才俊”推荐选拔工作，努力营造有利于人才
创新创业的发展环境，打造人才生态最优区，
通过会聚天下英才驱动携河发展。

□张鹏程 赵冰心 许飞

紧贴需求引才

——— 对标高精尖缺

随着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的规划建
设，急需产业转型所需的新材料、现代物流、
金融管理等新兴产业高层次人才，天桥区作为
老工业城区，现有产业人才多集中在石化、机
械制造、纺织等传统行业，新兴产业人才相对
较少，无法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足够助力。该
区出台高层次人才引进扶持办法。根据区域发
展实际，围绕市委市政府“ 人才新政30条”，
进一步整合资金资源，不断完善引才用才政策
体系，出台了《 天桥区实施新旧动能转换人才
支撑计划》(即天桥区“ 黄金12条”)。

加强资金投入与保障。设立人才发展专项
资金，今后每年都将投入不少于1000万元的人
才发展专项资金，并根据计划实施情况，逐年
加大专项资金数额。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人才(团
队)引进培养、人才项目资助、人才工作表彰奖
励、平台载体奖补等。其中，对引进的高层次
创新创业团队，经认定给予50万至500万元科
研经费资助；对国内外顶尖创新创业团队，
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综合资助。对引进的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入选省级以上重点人才工

程的，给予5 0万至5 0 0万元科研资助，入选
市、区级重点人才工程的，管理期内每月发
放3000元区政府津贴。

树立“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引进
理念，发挥天桥区位优势，推进人才区域合
作，支持企业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
作，通过项目合作、技术入股等方式柔性引进
实用人才。目前，天桥区依托济南新材料产业
园区，与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济南大
学、山东交通学院等驻济高校合作，已柔性引

进各类高层次人才50名。
鼓励企业“ 筑巢引才”。对企业在人才引

进和培育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具有先进的人
才工作理念、完善的引才育才机制和适宜人才
发展的载体平台的，结合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和税收贡献等指标，每年确定不超过10家企
业，给予最高20万元的引才工作资助。在此基
础上，充分发挥人才机构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
积极作用，鼓励人才机构参与高层次创新创业
人才(团队)引进工作，人才机构成功引进省“ 泰

山学者”及以上层次的人才(团队)，给予10万—
20万元经费补助。

打造平台育才

——— 积聚转换动能

在位于天桥区的齐鲁云商泺口国际电商产
业园中，一场针对在校大学生的创业实训正在
进行。产业园依托资源与全国高校共建电子商
务实训基地，采用“ 校企合作、人才共建”模

式，打造“ 育才”平台，培养创新型、技能
型、实战型电商经营人才，共同探索大学生创
业就业教育思路，还能解决高校学生就业、企
业人才储备问题。今年7月，该产业园已被评为
济南市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天桥区大力打造人才创业创新服务发展综
合体，加强特色平台建设，建设了一批立足区
域、辐射周边，能够支撑创新创业和高端产业
发展的科技孵化器项目，提升吸引和承载人才
发展的能力，为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建设积聚
了力量。目前已建有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
新示范基地、国家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鑫
茂众创平台等科技创新创业平台。

支持企业搭建人才发展平台。鼓励辖区企
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各类实验室、研究中
心，深化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对接合
作。对引进和新认定的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
心、技术创新中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给予20万—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对新认定的市
级及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给予10万—100万
元一次性补助。同时，围绕储备后备力量，
该区启动了“ 未来人才”储备计划，分类分
批举办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高
级研修班。

优化环境留才

——— 打造最优生态

人才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生态的竞争。全
面落实人才强区战略，最根本最关键的是要打
造人才生态最优区。因此，天桥区着力打造

“ 店小二”服务模式，建立高层次人才服务绿
色通道制度。一方面，在企业注册登记、职称
申报、医疗保健、社会保险、居留、落户、子
女入学等方面，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另一方
面，通过政策宣讲、发放政策明白纸、工作联
系卡、搭建联系平台等方式，畅通职能部门与
企业、人才联系的渠道，逐步形成长效机制。
建立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员制度，为市级以上高
层次人才每人配备1名服务专员，提供政策咨
询、手续代办、待遇落实等服务，让人才办事

“ 不跑腿”或“ 最多只跑一次”。实施人才安
居工程，根据不同层次人才住房需求，集中建
设或租赁一批高品质人才公寓。省“ 泰山学
者”及以上层次的国内外人才，提供120—160
平方米的专家公寓或不少于5000元/月的租房补
贴；其他层次的人才根据不同情况提供相应的
人才公寓或租房补贴。

筑巢引凤点燃新旧动能转换新引擎

天桥区“ 凤栖天桥”聚天下英才驱动携河发展

天桥区创业就业成果展

齐鲁云商泺口国际电商产业园

天桥区领导调研“ 双创”基地建设工作

济南新材料产业科技园

向中关村(济南)创业学院智库专家发放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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