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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蔡明亮

□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为保障中小

学、幼儿园2019年秋季新学期顺利开学作了充分准备，中
小学、幼儿园新增学位52 . 44万个，新招聘教师近2 . 6万人，积
极推进小学课后服务，14市已出台了相关实施方案。

记者了解到，暑假期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积
极做好失学辍学学生核查和劝返工作，全省摸排出的失学
辍学儿童9430人，已全部劝返复学。秋季学期开学后，全
省新投入使用新建改扩建学校528所，其中小学、初中、
高中分别为329所、168所和31所；共新增学位52 . 44万个，
其中小学、初中、高中分别新增学位31 . 95万个、14 . 59万
个和5 . 9万个。

加强教师配备，加强与省委编办沟通，全省安排下达
2019年中小学用编进人计划3 . 2万名。用足用活临时编制周
转户等政策，加大教师补充力度，截至8月底，全省共新
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25860名，教师队伍的学科结
构、年龄结构得到改善。

各市按照《省教育厅等4部门关于全面推进小学课后
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积极稳妥推进课后服务工
作。目前，已有14市出台了实施方案，95个县（市、区）
制定了推进方案。尚未出台小学课后服务实施方案的市、
县将尽快出台工作方案，确保9月底前全省所有小学(含九
年一贯制学校小学段)课后服务全面开展，有需求的小学
生全面享受到课后托管服务。

山东14市推进小学课后服务

□记者 王原 通讯员 宋建毅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2019年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

大赛在济南职业学院举办。本次大赛共有全省中高职2093
名教师报名参赛，其中570件作品进入了网络初评，最终
评审确定了64件中职组作品、90件高职作品共154件作品
进入省赛决赛。

济南职业学院为参赛教师提供了优良的设施保障和亲
情化的服务，各项目组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完成了赛场服
务、设施保障、氛围营造、志愿服务、接待保卫等工作，
保障了大赛顺利举行。

□记者 王原 通讯员 王文姮 李瑞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000余名2019级新生满怀希望和梦想日

前踏入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门，开启人生崭新篇章。今年，
该校共招收全日制新生5505人，其中本科生4663人，硕士
研究生738人（不包含2014级本硕连读研究生391名），博
士研究生104人。

学校高度重视新生入学工作，专题研究部署迎新工
作。迎新当日，校党委书记武继彪，校长高树中等到迎新
现场，看望前来报到的新生和家长，了解新生报到进展，
鼓励他们认真学习、全面发展。

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
在济职举办

山东中医药大学
5000余名新生入学

□ 本 报 记 者 王 原
本报通讯员 董国华

济南市邵而小学校长刘序平、馆驿街小
学校长陈振凤、经九路小学校长王长征，这
3位校长曾经有一个同样的身份——— 济南市
经十一路小学副校长。“短短几年，3位副
校长调任兄弟学校担任‘一把手’，学校也
因此被称为‘一把手产出地’。”经十一路
小学校长王新梅表示，在她看来，学校能够
“盛产一把手”，同时骨干教师也能迅速成
长，都是济南市市中区教育在干部教师培养
方面结出的丰硕成果。

从成立“名校长”工作室到建立系统的
人才培养体系，从“请进来”到“走出
去”，一场场由内而外的蜕变，一次次触及
教育本质的“头脑风暴”，驱动着市中区一
批批教师、校长走向了名师、名校长之路。

为校长量身打造“导师团”

校长是学校的“领头羊”，校长水平的
高低直接影响到学校未来发展的前景。为发
挥“名校长”带动辐射作用，2008年，市中
区成立“名校长”工作室，由烟文英、阎
莉、王红林、王念强等7名校长组成。

目前已先后有40余位校长拜“名校长”
为师，潜心学习治校、治学经验。11年时
间，“名校长”工作室成员走进不同学校，
开展不同形式的研讨、交流，通过“名校

长”们的理念引领、实践指导，使校长在切
磋中互补，在交流中提升。

除了挖掘身边资源，市中区还放眼全
国，为校长量身打造了“导师团”，邀请李
希贵、郑杰、李振村、边玉芳、毛振明等多
位享誉全国的教育“大咖”组成“专家团
队”，招收30余名校长为“徒弟”，让市中
区的校长能用全国最前沿的教育理念武装头
脑。

2018年1月23日，市中教育再次为校长引
入国家级成长平台——— 教育家成长研究济南
市中基地，助推校长、教师向着教育家办学
的目标迈进。

“我能够成长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并被评为市中区首个‘功勋校长’，主要得
益于市中教育为校长成长提供了各种平台与
培育沃土。”济南市纬二路小学校长烟文英
表示，市中教育有一个“清明”的教育生
态，大家干劲十足，对孩子有益的事情，都
愿意去做、愿意去尝试。

2018年，阎莉、王念强、王红林等3人又
被评为市中区第二批“功勋校长”，而这也
调动了校园中更多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更多优秀教师奋力前
行。

为“千里马”提供驰骋空间

市中教育牢牢抓住“教师成长”这个核
心，“区教体局全力激发教师发展的内生动
力，不断满足教师发展提升的更高层级需
求。”市中区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宫春说。

自2014年开始，市中区实施“教师健康
工程”，每年投入400万元，安排教职工免
费查体；2015年起，落实农村及偏远学校教

师补贴，每年投入900万元为在岗教师提供
工作日午餐。最关键的是，市中教育逐渐形
成了从新苗、新秀教师到十佳教师，再到首
席教师、风格教师，最后到功勋教师的梯队
培养机制，让每个教师找到适合自己的最近
发展区。

一名优秀教师的“养成”除了“动力”充足
之外，还要有成长与发展的方向。在这一过程
中，市中教育的法宝是聚焦理念的转变。

宫春介绍，2010年，市中教育就提出
“张扬差异、各美其美，内涵发展、优质均
衡”的发展新思路，2012年又确立“身心两
健、气质独特”的育人理念，这些年，市中
教育一直坚持这一理念，让全区教育系统从
校长到教师都耳熟能详、烂熟于心。

为让教师有充足发展空间，市中教育成
立区域、集团和学校等不同层次的名师工作
室40余个、名班主任工作室29个。这些工作
室以教育科研为先导，以课堂教学为主阵
地，培养出了更多专业能力强、研究层次高
的教师，打造了一支具有教育家潜质的名
师、名班主任队伍。

教师成长逐步“逼近专业”

早在2014年，市中教育便已开始践行
“教育家办学”理念，提出将教师“逼近专
业”。所谓“逼近专业”，就是通过培训、
教研、学术活动等，把教师引导到研究这条
路上，让学术成为教师的专业语言，让专业
的人干专业的事。

在人才培养上，市中教育一方面是“打
开”，为教师搭建学习与研究的平台，提出

“十百千”人才发展规划，每年投入500万元专
项经费，不断扩大、织密“本土教育家培养基
地网”。“十百千”人才培养计划、教育家成长

研究基地、名师名班主任定点跟岗培训……
为让学习者走向培训的中央，2018年，市中
区教师培训工作围绕“深度思考、逼近专
业、设计未来”三个关键词，开设13项专
题、15场培训，641名新教师参与，20余位区
域专家参与分享教育智慧，全年开展了28项
区级培训项目，参训教师达10100余人次。

市中教育引领教师走向专业的另一大法
宝就是“碰撞”。继2017年市中区举行首届
品质教育学术节，2018年又召开了基础教育
国际研讨会和山东省教研工作经验交流会，
一次次地将校长和老师们的视野带上了更高
维度。

“星·云计划”激发教师成长力

3月6日，育秀小学英语双师互动直播课
堂正式落地，课堂采用“线上外教+线下中
教”的双师教学模式“远程同步授课”。当
天，外教Rudy与中文助教刘泽泽一起为四年
级二班的同学呈现了一节口语提升课。外教
纯正地道的英语发音，让学生置身于真正的
英语文化学习氛围中。

2019年，市中区为教师专业成长量身订
制了“星·云计划”，专注培养名师，发挥
名师资源辐射作用。

据介绍，“星计划”旨在通过打造教师
“招-训-培”一条龙机制，要“招得专业”
“训得精准”“培得有效”，专注于培养名
师。而“云计划”则是通过云教研、云课
堂、云资源等，充分发挥名师资源辐射作
用。据介绍，在云资源方面，市中教育将建
立市中微课资源共享平台，邀请名师针对学
科重点难点等录制微课，统一上传至云平
台，供有需求的教师、学生及家长点播观
看。

济南市中名师群体何以涌现

□记 者 王原
通讯员 冯刚 车慧卿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12日上午，山东大学
科技成果发布会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在济南
千佛山校区创新大厦举行（右图）。现场共
有八个学院与政府及企业完成签约，合同总
额达2 . 1亿余元，分别完成了五个重大平台，
四个重点成果转化项目的签约。其中，氧化铝
特种陶瓷材料及相关应用专利成果，以转让
方式实施转化，技术交易费达到6000万元。

“强校兴国，服务齐鲁大地；创新驱
动，助力腾笼换鸟”。服务山东是山东大学
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之一，也是助
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最为有效的抓手。山东
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说，学校以服务山东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乡村振兴、海洋强
省建设等为总抓手，聚焦“十强”产业、服
务十六市，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产教融
合以及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进
步。“山东大学还将重点探索市场化技术转
移运作方式，尝试引进专业人员和第三方机
构，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化机制，拓宽
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渠道。”

记者从签约现场获悉，此次签约的既有
山东大学牵手企业、政府共建的服务山东新
旧动能转换多个项目，也有学校教授团队自
主研发的专利成果转化项目。例如，山东大
学淄博先进制造与人工智能研究院共建项
目，由山东大学、淄博市科技局、山东永华
集团公司三方开展产学研全面合作，共建山
东大学淄博先进制造与人工智能研究院，包
括技术研究基地、工程教育培养基地和技术
创新转化基地。合作期限为5年，合作经费
每年不低于1500万元。

此次签约转让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项目
是，由山东大学国家胶体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陈代荣教授团队研发的氧化铝特种陶瓷
材料及相关应用专利成果。该成果共有13项
专利，其中11项获得授权，2项已经受理。

主要涉及氧化铝微晶陶瓷磨料和氧化铝基陶
瓷纤维的“溶胶-凝胶”法制备及其相关应
用等。陈代荣介绍，氧化铝陶瓷纤维具有热
稳定性好、机械强度高、弹性模量大、抗化
学侵蚀能力强等多重优点，是一种综合性能
优良的工程材料，可用于航空航天、新一代
汽车、石油化工和冶金等多个领域。从2002
年起，陈教授团队便开始对氧化铝陶瓷纤维
进行技术攻关，历经17年，不仅打破了国外
技术垄断，实现了国内在高性能纤维领域的
重大突破，还建立了氧化铝陶瓷纤维的生产
线，实现了成果转化。

据了解，目前国际上只有三家公司能够
实现产业化生产氧化铝陶瓷纤维。“国外对

我们是禁运这个材料，只卖他的下游产品。
仅下游产品，每吨价格也在50万元左右。”
山东东珩胶体董事长井良霄告诉记者，目前
企业的第一条生产线已经建成，年生产能力
300吨。市场价格是每吨20万元-30万元。
“今年6月份，还没投产之前，订单已经把
今年生产能力填满了。客户使用后反馈也非
常好。”企业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快扩
大生产能力，满足国内需求。

现场重大项目签约结束后，山东大学又
发布了7项最新科技成果：低温湿烟气水/热
回收协同白烟控制技术、磁悬浮血泵体外循
环生命支持系统、教育/娱乐智能仿生四足
机器人、智能工厂三维可视化系统解决方

案、用于肿瘤病理临床诊断的双光子荧光探
针、新能源汽车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全可变
液压气门系统的研究、抗感染功能蛋白质的
发现与应用。会场同时展示了二十项最新科
技成果，发布了近三年来山东大学百项授权
专利成果汇编。

王琪珑说，截至2019年8月，山东大学已
签约共建平台25个，共建合同经费超1 . 7亿
元，其中合同经费千万级平台有9个；横向
科研新立项项目436项，合同额近2 . 3亿元，
同比增长28 . 67%，其中，1000万元以上4项；
省内横向合作经费占比达到70%以上；成果
转化立项27项，包含专利76件，拟定转化合
同额9662 . 5万元，再创新高。

17年攻关打破垄断，转让费6000万元

山大批量签约2 . 1亿余元重大项目

□记者 王原 通讯员 崔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中宣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联

合下发文件，公布了第三批16所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名单，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功入选，也是此次
山东唯一入选高校。

2016年，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入选山东省首
批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入选山东省
一流学科。2017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获批博士学位授
权一级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取得B+成绩。2018
年，学院入选教育部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院
系，学院党委荣获“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与省
教育厅联合共建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积极组织开展各类高端学术论坛，产出了一批高层次、标
志性的科研成果。

山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
入选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申平平 报道
本报日照讯 8月31日，由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承办的2019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圆满
结束。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作为考点单位，与日照市司
法局等单位紧密配合，实现了考务工作、考题安全保密
“零事故”，考试组织实施“零失误”，服务考生“零投
诉”的既定目标，获得了省、市有关部门的高度认可。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在山外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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