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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历下教师：
“ 向下扎根，向上伸展”
□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李勇
王原

于虹

这是一份漂亮的名师录：省特级教师10
人，市级名师14人，市级优秀管理者14人，
齐鲁名师、名校长4 人，区级以上骨干教师
2000余人……“创造一切条件让教师找到成
长的发展点、增长点和价值高地。”济南市
历下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顾朝霞说。

专业能力“有痕成长”
济南辅仁学校数学教师杨丽娟，是2017
年历下区教育局引进的12位教育人才之一。
来济之前，她已是全省特级教师、山东齐鲁
名师培养人选，本以为已经触到了个人专业
发展的天花板，没想到，来历下任教的选
择，却让她看到了另一番天地，“来到这
里，眼界一下开阔了。”杨丽娟说，不到一
年，仅全国教育专家讲座，她就听了不下50
场。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生产力。但只有一流
的师资远远不够，还要有一流的师资发挥、
成长的软环境、软机制。为此，历下区打通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获行业大赛一等奖
□孙营 报道
本报青岛讯 9月28日，2018年全国机械
行业职业院校智能制造领域教育教学创新及
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青岛落幕，山东水利技
师学院学生代表队提交的作品“互联网+ 农
业租赁服务APP”获创新创业赛项一等奖。
智能制造创新创业大赛是机械行业智能
制造教育领域的国家级大赛，由全国机械职
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机械工业教育发展
中心主办，大赛分为“教学创新”与“创新
创业”2大赛项。

职业幸福丰盈成长

这几天，济南五中教师们的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微笑。学校首届“榜样人物”“榜样
团 队 ” 评 出 ，10 位 教 师 和3 个 团 队 分 别 上
榜，另外10 名教师和3 个团队获提名奖。该
校 还 首 次 为 任 教 达3 0 年 的 一 线 教 师 设 立 了
“济美孺子牛”奖，为任职年限连续9 年以
上或累计15年以上现任班主任设立了“翰美
园丁”奖，并将每年的教师节同时设立为
“济南五中班主任节”。
教师职业被国际心理学大会认为是最容
易出现职业倦怠的行业之一。为让老师们克
服职业倦怠，历下区从物质、精神、心理等
方面全面发力，让老师们都能感受到关爱的
“温度”。如，历下区实施了教师心理健康
发展策略，通过团体、个体专业工作坊及讲
座等多种形式，加强教师的心理健康专业指
导。
在历下区教育局倡导的“做幸福教师”
理念引领下，各中小学也在积极探索，让教
师找回职业幸福感。每年的5 月11 日是济南
市青龙街小学的“幸福班主任日”，目前已
坚持了10年；历下区德润初级中学专门开设
了“教师发展课程”，倡导教师首先要做一
个有生活情趣的人，有特长的老师变身“烘
焙师”、文体“教练”，上起了舞蹈、合
唱、篮球、排球、烘焙和形体塑造等课；而
在历下区第一实验幼儿园，学校会为教师家
属寄感谢信，邀请教师家属走进幼儿园体会
教师工作，协助家属为老师送花、做一顿可
口的饭菜……

德能双馨全面成长
师德建设需要正能量传递。燕山学校中
学部每年一届的“感动燕山人物”评选作为
品牌活动已坚持了5 年。“寻找身边榜样，
通过身边人感动自己，甚至通过自己感动自
己，都是一种促进，一种成长。”校长陆锋说。
目前该校有47名教师和3个集体受表彰。
听过燕翔小学教师李晓康公益课的人都
亲切地称呼她为“小牛老师”，2017年，她
在全国首创网络公益课堂——
— 开心益课。李
晓康认为，好老师应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
育人信仰和甘于奉献情怀。开心益课仅仅一
年，线上课程超过了300 节，来自全国各地的
听众近60万人次。李晓康本人也获得2018年济
南最美教师称号，为其他年轻教师作出了表
率——
— 教育就是公益，公益无界，师德无疆！
“我们的老师要能静得下心、耐得住寂
寞、坚守教育情怀，做到以灵魂影响灵魂、
以人格引导人格，真正成为学生的道德标杆
和品格楷模。”顾朝霞说。
为增强青年教师服务意识及爱岗敬业的
事业心和责任感，历下区教育局从“养成”
切入，创出了师德品牌“初任教师义务服务
活动”。截至目前，全区初任教师已完成课
余义务辅导、家教指导、技能培训等50多万
小时，并且每年在以5 万小时左右的服务时
数递增，这个活动品牌也以其示范作用影响
着一批又一批初任教师。

济大承办泰山学术论坛前沿交叉专题会
□丛晓峰 刘珂珂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 月25 日，由省教育厅主
办，济南大学承办的“泰山学术论坛-前沿
交叉专题（纳米科技对话能源和生物医学）
学术会议召开。
为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济南大学
于2017年以刘宏教授为首席专家，筹建了具
有鲜明学科交叉特色的独立研究机构——
— 前
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在生物传感与再生医
学、纳米传感、纳米能源材料等相关领域开

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
本次会议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
讨前沿交叉科学热点话题，特别是纳米技术
在生命科学、新能源等领域中应用的最新研
究进展及热点问题。出席本次会议的嘉宾包
括中科院院士3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56人、国家
优 秀 青 年 基 金 获 得 者 等 其 他 高 层 次 人 才42
人。
与会的专家围绕纳米科技与光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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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历下区教育部门打通优质师资成长通道，促进教师全方位成长——
—

各种利于优质师资成长的通道——
— 为其规划
近期、远期成长规划，设计成长路线图，制
订成长档案……促进教师“有痕成长”，努
力让每位老师既能“向下扎根”，又能“向
上伸展”。
在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上，历下教育摸索
出了“品牌培训+ 量身培训”之路。同北师
大等知名高校及培训机构合作，开设高品
位、高水平、多层次的干训、师训课程，并
借助名师工作室、外教进课堂等形式，开展
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教师培训。目前全区省
级学科工作坊主持人22人，省专题工作坊主
持人9 人，市学科工作坊主持人13 人。据不
完全统计，仅2018年上半年，全区就组织名
师工作室主持人、工作室成员及学校教管干
部、骨干教师600人次参加了中高端培训。
历下区盘活、提升全区优质师资，积极
探索在学区制改革环境下的教师交流机制。
截至目前，全区交流轮岗教师500 余名，其
中骨干教师交流比例达到40% 以上。同时，
历下区还加强引人引智工作，仅2017年引进
的教育人才中获得市级以上专业奖励的有9
人，省级名师、特级教师荣誉的3人。
2017年，历下区教育局又启动了教育英
才“五名”工程，并入选历下区十大人才项
目，培育名校长、名师、名班主任、名创教
育人才与历下教育名家。

星期四

纳米科技与能量转换/ 存储、纳米科技与生
物医学四个议题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与交
流。
本论坛的召开为从事纳米科技与生物医
学及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高起
点、多学科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国内外众
多与会专家的参与对于大力推进和提升我省
高等学校“泰山学者”建设工程、扩大我省
引才工作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以及引领高等学
校学科发展和人才工作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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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举行唐仲英奖学金交流会
□王原 冯刚 车慧卿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2日，第十次唐仲英德育奖学金交
流会暨首次仲英青年学者交流会开幕式在山东大学中心
校区举行。
自1998年起，唐仲英基金会先后在中国22所高校和吴
江地区设立“唐仲英德育奖学金”，至今已奖励近万名
品学兼优、热心公益的优秀大学生。这是中国第一个以
“德育”命名的奖学金。

泰山学院庆祝建校60周年
□张秀英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月28日，泰山学院迎来60华诞。
举办高等教育60年来，泰山学院始终秉承敢于敢当、
勇于登攀的泰山精神，辛勤耕耘，哺育英华，实现了学校跨
越式发展。学校从相对单一学科到涵盖文学、理学、工学、
教育学、管理学等9大学科门类，从几个师范专业到64个本
科专业，在校学生从一两千人到两万多人，校友的足迹遍
布祖国各地，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

山青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
□苏鹏 王桂利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26日，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育发展
基金会成立，选举产生了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育发展基
金会一届一次理事会组织机构。
据了解，该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的基金资助项目，
主要用于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肢体畸形残障医学展览馆揭牌
□王原 马伟涛 陈冬梅 报道
本报讯 9月21日，潍坊医学院举行首家中国肢体畸
形残障医学展览馆揭牌仪式。展览馆以秦泗河教授40年矫
形外科病例和学术资料为基础，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
分4大展区，全景展现导致肢体残疾的病因、病种分类、
矫形外科发展脉络和珍贵的历史资料。

山东英才学院庆祝建校20周年
□石琳 王桂利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21日上午，山东英才学院建校20周
年庆祝大会举行。
山东英才学院校长夏季亭在报告中回顾了英才学院20
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分享了学校20年来发生的沧桑巨
变、学校对民办高等教育乃至整个高等教育提供的健康
发展经验、作出的突出贡献，指明了学校创建高水平应
用型大学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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