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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7月10日，青岛市京剧院青年

演员赵澜拜国家京剧院著名京剧艺术名家杜近芳
为师。

拜师仪式上，赵澜向杜近芳先生赠送了从福
建选购的寿山石作为礼物，“一方面借‘寿山’
二字祝杜先生身体健康、寿比南山，另一方面则
表达了自己跟随杜先生的学艺之心——— 心如石
坚。”赵澜说。

杜近芳则回赠赵澜一套含有自己全部演出的
音像资料。杜近芳表示：“我的选徒标准非常严格，
但十分欣赏赵澜能吃苦、肯钻研的精神。”杜近芳
还寄语赵澜：“学艺一定要超过师傅，只有后浪推
前浪，京剧这门国粹艺术才能得到传承和发展。”

今年86岁的杜近芳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人，她自幼师从有着“梨
园通天教主”之称的京剧艺术家王瑶卿，后拜梅
兰芳大师为师，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精研各流
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杜近芳首创、
首演了二十余部新戏，其中《白蛇传》《柳荫
记》《桃花扇》《谢瑶环》《白毛女》等剧目尤
为脍炙人口。

赵澜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师承袁文君、王裕
民、季砚农、陆仪萍等。曾荣获山东省第二届戏曲
红梅大赛一等奖，山东省专业戏剧演员基本功大
赛一等奖，常演剧目有《白蛇传》《红灯记》《玉
堂春》《四郎探母》《龙凤呈祥》《野猪林》
《霸王别姬》《天女散花》《游龙戏凤》等。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7月14日至17日，由中国围棋

协会、青岛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第八届“青岛出
版杯”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在青岛举行。本次公开
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1支参赛队伍502名参
赛选手。其中高段组参赛棋手303名，低段组参赛
棋手199名，6段以上棋手40名，7段棋手5名，8段棋
手1名。比赛共11轮，分为高段组和低段组。

今年公开赛的冠亚季军奖金数目均沿用去年
标准。其中，高段组冠军奖金为5万元。经中国
棋院批准，本届比赛高段组有三个升6段名额，
顺延至第20名；低段组将按4段棋手参赛人数的
15%授予5段证书，4段升5段的选手须为山东籍。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7月13日，青岛市第三届“三

伏养生节”暨“首届老干部杏林文化节”在青岛
市海慈医疗集团启动。

启动仪式现场，设有义诊区、中医体质量化
辨识与调养指导、养生保健展演区、中药真伪优
劣鉴别和知名中药制剂展示区、中医药有奖谜语
竞猜活动、中医药科普（养生）大讲堂、“走进
文化长廊 感知中医药”、《本草纲目》书画
展，并向群众发放《青岛市居民养生保健指南》
《养生防病50法》《青岛市10项家庭中医药适宜
技术》等宣传材料。

今年初伏开始日为7月17日、中伏开始日为7
月27日、末伏开始日为8月16日。依据中医养生理
论，入伏当日前后二天内均为启动冬病夏治的最
佳时间，自7月15日起即可开展三伏贴等冬病夏治
服务。全市192个“治未病”中心、养生保健基
地、养生保健指导门诊所在单位和130个国医馆
将同时进行为期1个多月的养生保健宣传活动。

全国业余围棋

公开赛举行

青岛举办第三届

“三伏养生节”

青岛京剧院演员赵澜

拜杜近芳为师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班珮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据统计，今年1—6月份，青岛

机场旅客吞吐量1167 . 9万人次，航班起降8 . 8万架
次，分别同比增长7 . 2%、2 . 5%；航班放行正常率
84 . 01%，同比增长14 . 7%，正常性排名稳居华东
大型繁忙机场前列。

今年，青岛机场持续加快国际航空枢纽建
设，上半年进出国际旅客176 . 5万人次，占旅客
总量的15 . 1%，同比增长18 . 5%，曼谷、釜山、新
加坡、吉隆坡等国际热门城市航线的客座率保持
在80%以上。此外，昆明、成都、西安、重庆等
中西部重点城市航班量达到日均6—9班；经换季
航班加密，单日往返日韩航班数量也超过50班
次，“日韩门户、区域枢纽”功能进一步加强。

青岛机场上半年旅客

吞吐量1167 . 9万人次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7月9日，山东首台公益自助酒

精检测仪在李沧区某酒店落地。青岛李沧区交警
和滴滴代驾尝试在公共场所设置公益自助酒精检
测仪，共建“无人值守”反酒驾新模式。

与交警部门“查酒驾”时的酒精呼气式检测
仪不同，该检测仪的使用是用户自主行为，只需
要使用人对准机器吹口，不需要直接接触吹口，
向内吹气大约1秒钟，即可在屏幕上获得显示结
果，画面伴随语音提示没有检测到酒精或者出现
一个酒精值的数值范围。据了解，在自助仪器上
的检测结果并不作为交警部门的执法依据。交警
部门提倡这一行为，将反酒驾工作前置，倡导全
社会对反酒驾事业的关注，督促人人形成自我监
督、远离酒驾的习惯。

李沧区有了

公益自助酒精检测仪
□ 本 报 记 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王大勇

把“四梁八柱”立起来

“学校缺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
和新工科建设要求的跨学科交叉专业；专业建
设水平参差不齐，顶尖专业和末位专业并
存。”7月12日，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本
科教学工作会议上，学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刘华东反思学校在专业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刘华东说，专业是本科人才教育的基础、
核心和根本，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能力，首先要提升专业建设水平，把
人才培养的“四梁八柱”立起来。

为合理优化专业结构布局，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将深化专业评估制度，查找专业存在

的问题，引导专业发展方向，引导专业合理定
位、科学发展。对评估结论为“优秀”的专
业，将在专业经费、招生数量、办学资源分配
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对评估结论为“不合
格”且发展态势不佳的专业进行预警，减少招
生计划；预警专业整改期为两年，整改结束后
进行复评，复评仍不合格的专业暂停或停止招
生。

“新经济的出现呼唤新的人才，产业发展
呼唤新工科，目前的人才培养和实际岗位需求
还存在一定的偏差。”中软国际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高级副总裁唐振明说，新工科人才培养
的核心是要掌握云计算、大数据等五个方向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这就对大学进一步开放式办
学提出了新要求。他建议学校探索建设由校内
外多方参与的产业化学院等新型组织模式，建
立政校企等多主体协同育人模式，建设一批面
向新兴产业领域的产业化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务长吴静怡介绍，上海
交通大学从2009年开始致远理科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采用平台式培养、整合式课程和多学科
交叉，以“大师”孕育“未来大师”，打造
“好奇心驱动”的课程体系，打通船、机、
电、材等20余个工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建
立工科大平台。

刘华东说，下一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将主动对接能源战略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新旧动能
转换等国家与区域重大战略规划，以及高等教
育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积极规划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增设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新专业。同时，将结合内
部专业评估及时淘汰“低效”专业，对社会需
求不大、生源质量不好、人才培养质量不高、
办学效益低的专业及时减少招生规模或者停止
招生，集中力量将传统优势专业升级改造、做
大做强。

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

“一般的大学和一流大学在本科教育上，
最大的区别就是大学授课和科研育人。”在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郝
芳看来，要打造一流大学，就必须有全身心投
入的高水平教师。

不少与会专家认为，高校往往在科研师资
上很有优势，但是本科教学方面受到了一定的
冲击，不能很好地实现科研与教学的融合。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范海林说，学
历、论文都可以量化，教学很难量化。各类高
校排行、评估都是以量化数据为依据，学校在
这方面压力很大。但实际上，教学和科研有相
互促进的作用，教师将科研方向与教学结合起
来，既能提升科研水平，也提高了人才培养质
量。

为更好地将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将科研转化为教学内容、实
验仪器设备、实验项目或毕业设计选题。其
中，在转化为实验项目或毕业设计选题方面，
全校教师科研成果转化学生实验项目181项，

近三届本科毕业设计选题结合科研项目的比例
达到80%。

把学生拉回课堂

“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将抽象的概念和知识
转化为可视的、具体的形象，教学与生产、学
生与企业‘近距离’接触，学生不出校门即可
参与到企业生产全过程训练。”刘华东说，学
校利用信息化技术，根据石油工业上中下游产
业特点，搭建了覆盖石油勘探、开发、炼化、
储运、机电五个方向的系列化虚拟仿真实验平
台，为学生创设了工业化的实训情境，解决了
石油工业的高温、高压、高集成带来的学生现
场实习动手难的问题，并且互动式、参与式的
教学把沉默单向的课堂变成碰撞思想、混合式
启迪智慧的互动场所，把学生拉回了课堂。

“信息化不仅改变教与学的方法，还变革
教育模式和培养方式，甚至重塑教育形态，正
在推动办学模式和教育方式全面创新。”刘华
东认为，信息化是引发教育系统性变革的核心
动力，是解决教育发展难题的有效办法。

新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学习、
云计算技术的变革越来越多，新技术发展不断
前行，这对教育领域如何适应新技术的发展提
出了更多要求。范海林建议，大学要抓住信息
化这一发展契机，通过“互联网+”这一新的
教育生产力，在课程的建、管、用等方面做教
育教学改革的有益尝试，真正实现互动式教
学，实现教育的“变轨超车”。

□ 本报记者 李 媛 宋 弢

养老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这台扫描仪4秒钟可以完成双脚扫描，
根据您个人脚型、足弓等特点定制的可以矫形
的鞋垫40分钟内就能打印出来。”7月6日，在
2018中国（青岛）国际养老产业与养老服务博
览会上，青岛海融信康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继刚正在给前来参观的老人们介绍一款高科技
产品。作为青岛本土企业，海融信康科贸研发
的3D打印定制鞋垫是国内首个。

此外，宇明生物“人工组织工程眼角膜”
项目已获得国家食药监总局创新医疗器械认
可；海尔特种电器、澳柯玛股份医用冷藏设备
在全国医疗器械行业中处于前三位……

“青岛本土的医疗器械企业和医药企业创
新能力在不断提高，青岛在崂山区、高新区、西
海岸新区、即墨区等地布局了产业园，大力引进
科研人才，推动创新项目产业化。目前已取得突
破，这为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打下了产业基
础。”青岛市养老服务协会会长杨乃发说。

为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养老服
务质量问题，青岛市对全市养老服务业特别是
养老服务质量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在此基
础上，于2017年8月出台了《青岛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
见》。

同时，青岛民政部门还组织开展了提升养
老服务质量专项行动，从养老服务设施、服务
内容、服务标准、安全管理、队伍建设和监督
评估等六大方面105项指标，对全市养老机构
进行全面督查和整改，发现问题4233个，已整
改4179个，整改率达98 . 7%，解决了一批长期没
有解决的问题，使养老服务水平得到了较大提
升，养老机构服务满意率保持在98%以上。

前不久落户青岛的日医（北京）居家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正是看中了青岛良好的产业基
础和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将在青岛推
广日本‘住所’‘介护’‘生活支援’等一体
化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因为青岛的养老产业
发展起步早、基础好，我们希望用更加丰富的
国际经验和人才培训资源来帮助青岛提升养老
照护服务水平。”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营业
课长吴春兰表示。

医养结合走在全国前列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康颐养护理中心，今
年79岁的徐荣花老人已经在这住了两年多。
“我心脏不太好，有一次我洗完澡，当时就觉
得不舒服，在卫生间晕倒了，一按这个表，护
理员就来了，救护车也来了，把我送到大医
院，及时抢救过来。”徐荣花说的表，中心每
位老人都有一块，这块表不仅能测心率、能定
位，还有紧急求救功能，一旦老人不舒服有紧
急情况，一键呼叫，能同时联系上护理员和西
海岸新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

中康颐养护理中心院长张彦琼介绍，智能
穿戴设备、无线定位等高科技养老服务的应用
只是医养结合闭环中的一环，通过搭建远程会
诊平台，实现与国内顶尖医院的医疗会诊与合
作，给老人专业、及时的生活照料、医养医
护、康复慰藉于一体的闭环服务才是关键。

目前，西海岸新区已营业医养结合机构12
家，在建8家，其中开发区社会福利中心（中
康颐养护理中心）总投资3 . 7亿元，规划床位
1100张，目前一期400张床位已投入使用，是新
区的社区养老示范基地。新区所有公立医疗机
构均建立老年人就诊绿色通道，区第二中医医
院在全区首家医疗与养老相结合的护理养老机
构—区社会福利中心爱心护理院中设置医疗病

区；区第三人民医院投入300多万元建成健身
大厅，免费向老年人开放；各镇街卫生院与辖
区敬老院签订医疗服务协议，根据老人需求，
及时上门服务，符合住院治疗标准的，即刻转
到卫生院住院治疗，实现了社会资源利用的最
大化。

青岛市民政、卫计、人社、财政等部门密
切合作，出台《青岛市医养结合服务机构许可
办法》，开辟医养结合绿色通道，建立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探索发展了医中有养、养中有
医、医养合作、医养一体、居家医养等多种医
养结合模式，目前各类医养结合养老机构达到
190家，占养老机构总数的80%。

兜底养老服务实现全覆盖

青岛市把发展养老服务业、提升养老服务
质量作为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
强化政策引导，加大财政投入，调动社会参
与，优化发展环境，使得养老服务在政策法规
创制、服务体系建设、医养结合、标准化和信
息化建设等方面日趋完善。

为了让每一位老人都老有所养，青岛市发
挥政府保基本、兜底线作用，健全了普惠化老
年福利制度和困难老年人精准化保障机制，并
为全市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
险，是全国最早实行普惠型老年人意外伤害保
险的城市；为城乡近8000名困难老人每月购买
45至60小时居家养老服务，为全体80岁以上老
年人发放体验补助，建立了困难老年人高龄津
贴制度。如此一来，基本兜底养老服务实现了
全覆盖。

6月30日，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
青岛市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民健康产业
控股有限公司落户青岛市崂山区，拟在青岛开
设200-300家社区健康管理中心，提供多维度健
康管理服务；7月2日，全国首家中韩合资大型
综合性医院落户青岛，带动新华锦“医养结
合”大健康战略进一步落地……

青岛正以医养健康产业新旧动能转换为动
力，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支
撑，加大对医养健康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强资
金支持和融资平台建设，打造医养结合与文
化、旅游、食品、体育融为一体的医养健康产
业链条，培育一批医养结合特色企业和康养小
镇项目，加快建立覆盖全体老年人群的健康养
老服务体系，不断满足广大老年群体日益增长
的医养服务需求。

□ 本 报 记 者 宋 弢
本报通讯员 殷淑杰

“古岘有古街，古街显神采，古街古房古
石桥，路灯两边摆。党的政策好，三保到了
家，环保卫生齐动手，健康你我他……”7月15
日下午，“星期天文艺”大舞台在平度市古岘镇
六里桥文化活动小广场火热上演，一首朗朗上
口的快板《夸古岘》引得现场不时掌声雷动。

“‘星期天文艺’大舞台是由古岘镇综合
文化站和老干部协会主办，我们古岘历史文化
研究会承办的。从6月3日开始，每个周日都会
在这里举办一场文艺演出。别看节目是我们自
编自演的，呈现在群众面前的每个节目都经过
了评审会的精心挑选和严格把关，大多都是反
映古岘的历史文化以及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古岘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王连清介绍，现
在党的政策好了，村庄越来越美丽，生活越来
越富足，老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越来越强烈

了。“我们的节目大家都非常喜欢，就是想通
过这个大舞台，让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更加丰
富，也算是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在国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大
背景下，我们调研认为，古岘镇的发展和突破
应放在文化和旅游服务业上。以六曲山汉墓群
和即墨故城为代表的古岘文化具有稀缺性和唯
一性，有人物、有故事、有事件，更有积淀千
年的人文精神，这都是古岘镇实现文化振兴的
先天优势。”古岘镇党委书记魏国平表示。

为充分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率先实现
文化振兴，古岘镇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其中，
依托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做出了总面积达
80 . 8平方公里、期限为2016至2030年的《古岘
胶东王都人文小镇总体规划》。其定位是：以
胶东王都文化为统领，以田园、山水环境为基
底，依托即墨故城、六曲山古墓群两大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重点体现胶东民俗风情、历史
文化体验、四季花海体验，打造集休闲农业和
农村、文化体验、研学、亲子、大健康旅游为

一体的胶东特色文化第一镇。
古岘镇积极争取资金和项目支持，将镇驻

地一里村、二里村打造为美丽乡村示范村。一
里村作为乐毅古寨，传承了以乐毅豆腐为代表
的一系列美食文化，成为“孝里”美食街的代
名词。二里村利用天然优势，精心设计打造了
一条百年老巷“九曲巷”，传承了拳坊、茶
馆、酒馆、私塾等丰富的文化业态。

古岘镇还开展了中秋晚会、重阳节演出、书
画展览、广场舞大赛、象棋比赛等内容丰富的文
化活动。古岘镇综合文化站组织编写《古岘故
事》，推介古岘千年历史文化典故。去年10月，古
岘历史文化研究会揭牌成立，力求对古岘的历
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推介，并号召古
岘镇在外的家乡人积极为家乡发展出谋划策。

“古岘历史文化底蕴厚重，但目前开发力度
有限。”魏国平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抓住乡村
振兴的战略机遇期，积极争取更多的政策、项
目、资金，全面提升古岘镇文化发展的综合实
力，为率先实现乡村文化振兴贡献力量。”

加快建设医养健康产业千亿级城市

青岛打造医养健康产业发展高地

从不同视角共谋本科教育改革方向，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以本为本”更上一层楼
◆高校本科教育如何培养高质量人才？

“以本为本”如何落到实处？7月12日，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本科教学工作会议召
开，在一周的时间里，校内外管理者、教师
以及企业和中学代表等专家学者共同聚焦一
流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从不同视角共谋专
业发展改革之策和一流本科人才培养之大
计。

千年古镇上演“星期天文艺”
平度古岘镇百姓自编自演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7月13日，国内著名民

谣歌手“丽江小倩”在1907
光影俱乐部深情放歌，为
1907民谣音乐季拉开序幕。
此次音乐季，邀请了“丽江
小倩”、茶季扬、蒋山、次
仁罗布、王亚伟等国内知名
民谣歌手，让听者可以充分
领略民谣音乐的美好与诗
意。

1907民谣

音乐季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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