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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王原
本报通讯员 曹磊 陈敏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今年是《3—6岁
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颁布的第10年，也是
济南市扎实推进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发展取得
重大进展的10年。10年间，济南学前教育努
力践行普及普惠、优质均衡理念，形成了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与民办协调发
展”格局，实现从“幼有所育”迈向“幼有
优育”，全市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超过
88%。

资源优化：

一所街道办幼儿园的变迁

1992年，于俏从济南第一职业中专毕业
来到了杆石桥街道办事处办的乐山幼儿园，
那时的乐山幼儿园属于社区办园。

于俏说，2015年以前的乐山幼儿园房舍
陈旧，教具更新缓慢，最让她沮丧的是孩子
没有自己的户外活动场地，做运动、散步都
只能在很小的空地中进行，也晒不到太阳。

这一切在2015年济南市市中区教体局接管后
改变了。

“归属市中区教体局后，我们的硬件设
施有了质的提升。幼儿园接上了暖气和天然
气，铺设了塑胶地面，装上了新风系统。”
于俏说，最让她激动的是增加了“空中操
场”，孩子可以在上面活动，也可以晒到太
阳。看到孩子们可以尽情地在操场上奔跑、
撒欢，作为教师的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我在此前也一度迷茫，个人成长缓
慢，没有上进的希望。”于俏说，市中区教
体局接管后，增加了老师们的学习机会和上
升的机会。于俏个人事业也有了新的进步。
她说，现在有了新的追求，干劲儿很足。

由社区办园到教育办园，于俏见证了乐
山幼儿园的发展变化，它的发展变化是市中
区幼儿园隶属关系转变的缩影，也是济南学
前教育改革发展的体现。

人才孵化：

“同步优质”带来的群雁齐飞

区域学前教育快速发展的背后是群雁齐
飞，优质幼儿园的集群式发展。济南市历下
区充分发挥老牌品质园优质资源的释放和辐
射带动作用，先后成立了9大公立幼教集
团。

集团化办学，“同步优质”关键在师
资。历下区第一实验幼教集团园长王慧介
绍，历下第一实验幼儿园2010年输出了8位
骨干教师，2012年，为4所幼儿园输出10位
教学骨干，此后每年都保持近10位的人才向
外输出，这些人才和骨干都在各个新幼儿园
里挑起大梁。

幼教集团实行“区管团聘园区用”教师
管理模式，组建集团专项教研团队，完善教
学研训一体化制度，实现管理、师资、设备
等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建成互助共赢的发展
共同体。幼教集团成立以来，集团内“年
轻”幼儿园得到了快速发展，老牌幼儿园也
在“新老”思想的碰撞交融中迸发出强劲的
发展动力，从而构建起“零磨合、齐奔跑”
的生动发展局面。

“从幼儿园到幼教集团，不仅是外在称
谓的改变，重要的是站位的提升，增添了莫
大的荣誉与责任；不仅是体制的变化，重要
的是破解制约发展的障碍，增添了信心与使
命；不仅是职能的拓展，重要的是标准质量
的提高，增添了动力与机遇。”王慧说。

多元发展：

被保留的“槐荫特色”

在槐荫区，公办幼儿园包含着教育独立

园和小学附属园，小学附属园有23个。槐荫区
教体局学前科相关负责人张昭华告诉记者，
在2011年前，槐荫区的幼儿园办园主体比较
多，有企事业单位办园、部队办园、小学附属
园以及教育独立园等。当时，全市在优先保障
义务教育中小学，但义务教育资源有限，不少
区县就将小学附属幼儿园“砍掉”了。

“那时期，槐荫只有槐荫实验这一个公
办幼儿园，老百姓对公办幼儿园的需求很
大，常常一家几口人拿着小马扎连夜排队报
名。为缓解入园难，满足周边孩子进入公办
幼儿园的需求，我们就将小学附属幼儿园保
留了下来，如今这成为了槐荫区的特色。”

10年间，经过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的实施，全区公办园建设迅速发展。槐荫
区实现从原来的槐荫区实验幼儿园这所公办
园“一枝独秀”到目前31处新建扩建公办园
出现，今年还将有14所幼儿园待开园。

济南市教育局局长王品木介绍，“十三
五”期间，济南学前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累
计投入53 . 50亿元，年均增长31 . 53%。近3
年，全市新建、改扩建幼儿园280余处，增
加学位近6 . 9万余个。目前，在公办园就读
幼儿20万余人，全市已认定普惠性民办园
800余处，全市94个镇街（道）建成105个中
心幼儿园，实现了乡镇中心幼儿园的全覆
盖。

□记 者 王原
通讯员 周颜玲 杜永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
课程，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发
挥其对当代大学生的铸魂育人作用，是思政
课教师的使命职责。山东交通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结合思政课程的不同特点，以学生为
主体，聚焦“交通”学子的专业特点和思想
关切，从“交通天下”体悟党的百年奋斗。

山东交通学院在60多年发展历程中与交
通行业的发展水乳交融、紧密结合，并以此
为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根据学校
“培养交通事业一线有成长力的工程师和管
理者”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结合“国运兴、
交通盛”这一特征，思政课充分挖掘党史中
的交通故事，依据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成长历
程，分为“交通产业工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与交通产业工人运
动”“交通运输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

“新中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与成就”“交
通运输的职业精神（两路精神、青藏铁路精
神、高铁精神、大飞机精神等）”“党的交
通强国战略”六个教学模块，将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一宏大
主题的叙述与交通运输的兴衰结合起来。

依托交通红色实践资源，增强学生对党
史的情感认同。在实践教学方面，学院充分
发掘利用学校的行业优势和校友资源优势，
与校内外的企事业单位广泛合作，用学生身
边的故事激励学生爱党、爱国、爱职业、爱
学校。

在校内充分利用本单位独具特色的校史
馆、汽车博物馆、航运史展览馆等便利条
件，学习学校由济南交通学校到济南交通专
科学校，再到山东交通学院的演变发展历
史，把一代代交院党员艰苦创业和艰辛奋斗
的历程，讲述给学生，用学生身边的党史故

事潜移默化地教育学生。
采取引进来的方式，邀请山东交通学院

优秀党员校友、行业劳动模范等重要人物返
校，把他们亲身经历的京沪高铁、青藏铁
路、胶州湾大桥、港珠澳大桥、南海岛礁建
设、中国交通走出去等国家重大交通工程建
设情况，向学生作专题分享，培养学生的职
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采取走出去的方式，与山东省档案馆、
胶济铁路博物馆、中车集团济南轨道交通装
备博物馆、中铁十四局博物馆等通力合作，
通过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办法组织和引导学
生参观，让学生在参观中感受党的交通运输
事业的巨大变化，以及背后一代代中国交通
人的艰辛付出。

交通行业性大学是我国大学特色的重要
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担负着为国家和交通事
业培养既有政治素养又有专业技能的高素质
人才的重大社会责任。学校充分结合自身特

点和学生的专业实际，充分利用党的交通史
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从教育心理学上讲，
学生对于亲近的事物，容易产生学习兴趣，
也便于学习时进行联想，从而更加积极主动
地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活动中去。教
学实践事实也证明，学生在参与这样的思政
课教学活动时，感觉亲切，气氛热烈，师生
交流活跃，有力地提高了课程教学的针对性
与实效性。

学院在思政课教学中所突出和强调的
“交通史”，是紧密联系思政课教学主线、
与交通事业发展相关的党史知识。山东交通
学院的思政课教学不仅注重将党史学习教育
与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
教育、中华民族美德教育等有效结合在一
起，同时还注重红色交通史教育，鼓励学生
结合自己的专业学习积极参与到党史学习教
育的实践、宣传中，使学生达成理论与实践
的结合，取得党史学习教育学习实效。

□记 者 王原
通讯员 蒋庆栋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广泛开展学生进基地、活动进
社团、专业进社区活动，把握主线、突出特
色，将党史学习教育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紧密结合，与学校中心工作相结合，在学、
思、行中淬炼初心本色，在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中践行初心和使命，“三进”谱就育
人新旋律，唱响红色传承最强音。

学生进基地，以学为基，谱就育人新旋
律。学校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铸魂育人，
组织师生走进主题教育基地，用身边的红色
故事教育师生，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学深悟
透。先后组织师生前往淌水崖水库纪念馆、
陈毅纪念馆、华东保育院、赤涧支前粮站、
段村烈士祠等红色教育基地和革命烈士陵
园，通过历史文物、珍贵照片、真实史料，

回顾中国共产党坚强奋斗的光荣历史，让师
生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历久弥坚的初心
使命和奋斗精神。学校高标准制订方案，细
化分解任务，形成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路线
图、责任书、任务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扎实有效的学习活动，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
系列讲座，邀请泰山学者李安增、潍坊市委
党史研究院副院长高培忠等专家进行专题党
史学习教育辅导。开展了“青马工程”大学
生骨干培训，分院系两级同步进行共11个专
班，通过集中理论学习、实践锻炼、红色观
影、读红色书籍、唱红色歌曲等项目开展，
紧密围绕党史主题开展学习和实践活动，全
面学习党的百年历史，坚定理想信念，积极
投身于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为学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活动进社团，以悟为要，奏出红色进行
曲。6月17日，学校“永远跟党走 青春新动

能”第17届社团繁荣月文艺演出拉开帷幕，活
动进社团达到新的高潮。为推进“四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学校制订了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方案，筹划开展了22项
活动。先后组织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合唱比赛、“入党为了什么、为党做了什么”
演讲比赛、集体观看《沂蒙红嫂我的娘》《国家
相册》红色电影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
动，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融入日
常、抓在日常。确保师生通过学习，深学细悟
党的百年征程，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

专业进社区，以行谋实，唱响传承最强
音。学校师生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坚定信念转化为具体行动，自发成立了14支
青年志愿服务队，结合自身专业实际，积极
开展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
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青年学子大力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把爱党、爱
国、爱社会的美好情感转化为具体行动，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服务，
增强了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6月19日，乡村振兴青动力计划校地合
作示范点揭牌仪式暨2021年青州市村级团组
织书记电商培训班开班仪式在潍坊工程职业
学院举行，这是学校深入实施服务乡村振兴
战略的又一举措。作为乡村振兴青动力计划
校地合作示范点，学校充分发挥潍坊乡村电
商学院专业优势，围绕电子商务知识内容，
为850余名乡村青年开展培训，并结合学员
所在村实际，技术支持进行特色农产品挖
掘，帮助各村打造农产品品牌。学校在产教
深度融合中，为乡村振兴贡献“职院智
慧”，为青动力计划“助推助燃”，走出一
条“校政行企军”多元合作的特色化办学道
路，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记者 王原 通讯员 车慧卿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25日，山东大学党建学科学术研究

“五个一”工程成果发布会在中心校区召开。
去年6月25日，山东大学启动“迎接建党百年学术研究

‘五个一’工程”，即“一组重大委托课题、一套党建研究
丛书、一组学术研究年鉴、一批学术研究论文、一系列高端
学术会议”。一年来，山东大学汇聚整合全校之力，推动
“五个一”工程各项工作扎实开展，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山
大气派”的党建研究成果：完成“加强党对制度建设领导研
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研究”等一批国家级与省
部级重大课题；陆续出版49册国外政党治国理政研究丛书及
14部党建研究丛书；完成2017年至2020年四卷本《政党政治研
究年鉴》编撰与刊印；围绕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主题，在《中国
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
报刊发表50余篇系列高水平学术文章；主办“中国共产党百
年：历史、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四史”教育与“大思政课”
工作交流会、第十届中国政党研究论坛等系列高端学术会议。

□记者 王原 通讯员 崔国军 郭芳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党史宣讲团

成立仪式举行。
山东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党史宣讲团成员由各学院不同专

业、不同学历层次的36名同学组成，并聘请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宪、赵荣波，康复医学院王振宪３人担任指导教师。宣讲
团将以党史宣讲为重点，围绕党史重要事件、重要活动和重
要遗址、旧址等，结合青年投身于民族复兴伟业的奋斗精
神，讲好红色故事、时代故事和青春故事，将党史青年宣讲
工作融入学校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整体格局中来。学校负责人
为宣讲团授旗，并为宣讲团指导教师颁发聘书。

从“幼有所育”迈向“幼有优育”
十年“蝶变”，济南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超过88%

潍坊工程职院在学、思、行中淬炼初心本色

“三进”谱就育人新旋律

山东交通学院结合“国运兴、交通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从“交通天下”体悟党的百年奋斗

山大发布党建学科学术研究

“五个一”工程成果

山东中医药大学

组织大学生宣讲党史

□记者 王原 通讯员 王立燕 张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戏剧学

院、现代音乐学院、舞蹈学院400余名师生参加了由省委宣
传部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百年奋进铸辉煌——— 山
东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

在此次文艺演出中，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参与演出
《伟大征程》中序《盛典》、第三篇章《特区畅想曲》、第
四篇章《强军战歌》《强国力量》及尾声《领航》5个节
目，用舞蹈艺术诠释山艺师生对党忠诚、甘于奉献、不畏艰
苦、勇毅前行的优良品质。

据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山东艺术学院
师生以“初心百年路 逐梦新征程”为主题组织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庆祝活动和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以艺术之美献礼党的
百年华诞。学校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师生追寻红色
印记，感悟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铭刻奋进之志。

山艺以艺术之美

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记者 王原 通讯员 吕海波 武小清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滨州医学院、烟台荣昌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共建荣昌产业学院校企合作研讨会在烟台荣昌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举行，致力于推进省级现代产业学院建设。

近年来，滨州医学院重视产教学研融合发展和校企联合
培养人才的探索，2014年与烟台荣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

“规模化哺乳动物细胞培养方向”设立“荣昌本科生班”，实行
“2 . 5+1 . 5”校企联合培养模式。2020年，滨州医学院与烟台荣昌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共建荣昌产业学院，依托滨州医学院
药学院的药学、生物制药、生物技术和中药学等专业，融合烟
台荣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医药行业创新优势，致力于培养
医药产业未来领军人才和高层次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形成产
学深度合作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促进高校人力资源、科研成
果与企业产业资源的共建共享，努力建设省级现代产业学院。

滨州医学院

推进省级产业学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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