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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李文振
本 报 记 者 王桂利

“扶贫车间的项目落地后将为村里提供
80个工作岗位，每个岗位一个月能挣到3000
到4000块钱，一年下来能为村民增加300多
万元收入。”日前，在曲阜师范大学举办的
“献礼建党百年·讲述身边的扶贫故事”活
动现场，临沂市莒南县坊前镇石门村村支部
书记乔世任向大家介绍了村里前不久与一家
家纺企业签下的这笔“大单”。他所说的扶
贫车间正是曲阜师范大学驻村第一书记为村
里量身打造的“造血”产业项目，旨在巩固
扩大脱贫成效。

近年来，曲阜师范大学主动发挥高校的
人才、科研、资源等优势，面向脱贫攻坚主
战场、聚焦乡村振兴第一线，献良策、出实
招，彰显大学担当、贡献教育力量。

“特派工作队”精准对接

“咱们曲阜师范大学帮包的4个村1000
多户近2000名贫困人口完成脱贫，这让我们
感到特别自豪。”在“讲述身边的扶贫故

事”活动现场，王慕东作为曲阜师范大学驻
坊前镇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向大家晒出了
工作队两年来的脱贫攻坚答卷：完成4个省
定贫困村200户的危房改造，引进扶贫产业
项目资金930万元，协调争取资金230万元用
于900亩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协助完成
投资800余万元建设高标准生产路近10公
里……

从驻村第一书记到“千名干部下基层”
乡村振兴服务队，再到万名干部“进企业、
进项目、进乡村、进社区”攻坚行动……
2012年至今，曲阜师范大学遴选一批又一批
精锐力量，奔赴泗水、莒南、平邑、梁山、
鱼台、汶上等地，发挥好学校“特派工作
队”的作用，与基层干部群众在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一线并肩作战。

“帮钱帮物，不如帮建个好支部。”在莒南
县朱家洼子村，王慕东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
这个脱贫攻坚的牛鼻子，经过深入细致的思
想和组织工作，在驻村四个月之后结束了该
村党支部十八年没有发展党员的历史，为基
层党组织补充了新鲜血液、优化了人才梯队。

“村民有所急，我们有所应。”在汶上
县庞楼村，曲阜师范大学副校长卢国强带领
“四进”工作组了解到村里主推的乡村振兴
项目“千亩茶园”由于经验不足、技术短缺
而进展缓慢，迅速发挥专家人才库的优势联
系农业专家直接到田间地头“问诊开方”。

在莒南县胡家崖村，曲阜师范大学驻村
第一书记魏伟把“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
智”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学校师范教育的办
学优势，组织师范学子下乡义务支教，开展
常态化教育帮扶。

这些“特派工作队”既当“尖兵”，在
扶贫一线深挖致贫根子、勇蹚脱贫路子，又
做“联络员”，架好校地桥梁，引导学校资
源与地方需求精准对接，真正干在实处、办
好实事。

“专业智囊团”上门服务

“最近我们协助日照市设计了文旅产业
的‘十四五’相关规划。其中，我们非常注
重乡村地区的发展，为此专门下到村里去调
研。”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师武
传震目前是学校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专业
对接产业（精品旅游）项目办公室负责人。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武传震在教学工作之外
经常走乡串户、跋山涉水，给不同乡村地区
的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出主意、拿方案。此
前，他参与编制了莒县大石头河北村国家级
贫困村旅游扶贫规划，该规划荣获山东省乡
村旅游规划优秀成果二等奖，更重要的是在
学校师生的参与下，大石头河北村已经实现
全部脱贫。

“自带干粮上门服务，能为村子带来看

得见的变化，让我们感到非常光荣。”地理
与旅游学院旅游系主任石峰副教授曾参加国
家级贫困村旅游规划扶贫公益行动，带领研
究团队为临沭县前塘村量身打造了发展乡村
旅游经济的规划。

助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仅仅是曲阜师范
大学发挥高校智库作用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的一个缩影。从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为
乡村基层治理建言献策，到教育大数据研究
院推进“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打造”专项研
究；从生命科学学院组建湿地生态保护重点
实验室，到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持续开展
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从经济学院
关注食品安全与农业绿色发展，到音乐学
院、传媒学院下乡丰富基层文化生活……曲
阜师范大学近年来不断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贡献度，主动对接乡村振兴、美丽
乡村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等国家和区域发展
战略，发挥不同学科的专业研究优势，并盘
活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力量，组织师生对接基
层、走进一线，找准结合点把论文写在乡村
大地上，为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发展
目标，贡献高校智慧与力量。

“我们要发挥好人才智力高地的优势，
善于走出去、沉下去，在主动服务中创造社
会效益、赢得社会声誉。”曲阜师范大学党
委书记戚万学表示。

曲阜师范大学助力乡村振兴———

把实事办到农民心坎里

□ 本报通讯员 张秀英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
小，也学牡丹开。”即使平凡如细小的苔
藓，仍能凭借执着的坚守和不屈的奋斗，绽
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彩，这正是当代泰山学院
教师的真实写照。他们始终坚守教育初心，
牢记育人使命，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
以高尚的师德、渊博的学识和宽厚仁爱之
心，照亮莘莘学子的青春逐梦之路。

坚守初心 默默耕耘

“每当站在讲台上，看着学生们一双双
渴求知识的眼睛，教书育人的使命与担当感
便愈加强烈。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感，让我丝毫
不敢懈怠。备课时每一个课件，每一个案例都
是反复打磨，力求做到精益求精。”青年教师
贝玉把对教育事业的挚爱和立德树人的责任
感，倾注到了讲授的每一节课中。正因这份
执着与担当，她从青年教师中脱颖而出，代
表学校参加全省第六届高校教师教学比赛。

尽管有着丰富的从教经验，且多次在全

国、全省高校英语教学大赛中获奖，但贝玉仍
然对备赛倾注了全部心血。她在电脑前反复
修改课件，甚至每个单词、每个句子，都认真
细致地锤炼，力求完美清晰地讲解。最终，贝
玉从全省75所高校的170余名参赛者中脱颖
而出，喜获一等奖，并被选拔为山东省高校青
年教师教学能力研修班学员。

在泰山学院，像贝玉一样对教学勤于钻
研、倾尽全力的教师并不鲜见。青年教师张
文倩、高一歌凭借精湛的业务水平、自信从
容的教学风格和充满活力的精神风貌荣获全
省高校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耿继国博士荣
获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青年教
师讲课比赛山东赛区第一名，华东地区复赛
二等奖。青年教师孙梅、柳晓雪荣获第五届
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

脚踏实地 潜心治学

金坡博士的专著《评弹艺术的轻骑兵之
路：十七年书目传承研究(1949—1966) 》
荣获山东省第三十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
奖，实现了泰山学院高水平科研成果获奖的

历史性突破。谈起获奖感受，金坡说：“学
术研究没有捷径可走，需要脚踏实地、一丝
不苟的毅力，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魄力，
更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

博士毕业后，金坡婉拒了导师的挽留和
上海的高薪工作，毅然回到了母校任教。夜
深人静时阅读史料与伏案疾书，三尺讲台上
旁征博引与授业解惑，田间地头的考察调研
与求真解谜是他工作四年来的常态。十年磨
一剑，霜刃未曾试。金坡不仅承担了近十个
课题，推出了系列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其中CSSCI<含扩展版> 10篇，专
著、合著、参编5部），更是把研究视角从
江南转向齐鲁，实现了学术研究与服务地方
社会的有效结合。

近年来，泰山学院充分发挥科研奖励、
职称评聘政策的导向激励作用，鼓励优秀青
年教师尽快成长成才，形成了青蓝相继、人
才辈出的良好局面，为学校建设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证。韩银锋、
陈君、杨广成、王梅、朱梅、杨继建、刘伟
彦、王健、冯斌、李群、吕臣、蒋福超等一
大批青年教师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刘明霞、赵之光博士被评为
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极大地提升了学校学术
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

勇担使命 铸魂育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广大辅导员在校
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学工处及各党总支的
具体指导下，坚决贯彻上级有关疫情防控的
各项部署要求，坚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信心，迅速投入“战时”状态，第一时间到
岗到位，依托学生健康状态填报平台、
QQ、微信等线上媒介开始了“一对一”
“点对点”的全面排查，每日关注疫情数
据、摸排学生信息、上报统计数据、开展宣
传教育、传递学校温暖、答疑解惑，用责任
担当、人间大爱构筑起守卫学生身心健康的
“防护墙”。

他们用爱心点燃学生对知识梦想的渴
望，用奋斗拼搏践行学生导师的责任担当；
他们高举旗帜，誓做青年学子的信仰灯塔；
他们立德树人，用人间大爱诠释教师家国情
怀。

□单振涛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潍坊学院党委抓牢“抓起来”“学起来”
“讲起来”“做起来”“活起来”“响起
来”六个发力点，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要
求、高质量推进，全面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

扛牢主体责任，学习教育“抓起来”。
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快速响应，迅速行动。
先后召开两次党委会，学习中央和省委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学校党史
学习教育工作。3月18日，召开全校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对学校党史学习教育作了
动员部署。制定出台《潍坊学院党史学习教
育实施方案》，对全校党史学习教育作出部
署安排。学校党委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切实加强对党史学习教育的领导。制定
出台《潍坊学院党委领导班子党史学习教育
配档表》《潍坊学院各基层党组织党史学习
教育配档表》，确保全面完成党史学习教育

各项任务要求。
干部以上率下，全校上下“学起来”。

学校党委班子成员发挥好“头雁效应”。截
至目前，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三次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学习。学校各党总支（党委、
直属党支部）、各单位（部门）各自成立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机构，召开了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会议，制订学习方案，党史学习教育在
学校全面开展起来。突出抓好青年学生的党
史学习教育。启动了以“学党史、强信念、
跟党走”为主题的团员青年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

丰富学习形式，师生一起“讲起来”。
制定印发《潍坊学院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活动
方案》，组建党史学习教育宣讲队伍，深入
各单位（部门）开展全覆盖宣讲。组织开展
“百年党史百人讲”活动，制作推出“百年
党史百人讲”微宣讲视频。邀请校外专家作
专题辅导报告组织开展讲专题党课活动。3
月25日，党委副书记、校长冯滨鲁以《回顾

建党历程，牢记初心使命》为题，为师生代
表讲专题党课。学校党委班子其他成员积极
到分管部门、联系单位为师生讲专题党课。
各二级学院基层党组织书记纷纷为师生上了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聚焦实践活动，服务师生“做起来”。
学校党委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
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党委书记李东
先后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工作处、建筑
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走访调研，
其他校领导也纷纷到联系学院调研排查，深
入基层了解师生诉求。学校体育馆挂牌“市
民活动中心”，对潍坊市民开放。学校73名
处级以上干部任服务企业专员，对接服务
165个地方企业（项目），助推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学校在管理部门开展了工作纪律作
风提升活动，以服务师生为导向、为学校高
质量发展提供纪律作风保证。机关党委启动
了“机关作风提升年”活动，切实推动服务
师生工作“大提升”。

创新教育载体，学习形式“活起来”。
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积极开展校外学习
教育实践活动。学校组织团员青年走进潍南
县委红色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开展“学党史、
强信念、跟党走”学习教育现场教学，缅怀
革命先烈，传承红色文化。物理与光电工程
学院学生党支部走进“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
列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实践活动。各二
级学院依托理论中心组学习、文艺创作、课
堂教学、主题党日、主题团日等多种形式，
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强化宣传教育，舆论引导“响起来”。
充分运用宣传栏、校报、校园广播、网站、
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宣传载体和“学习强国”

“灯塔-党建在线”学习平台，广泛开展党史
学习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及时编
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简报7期。在学校网站首
页开辟专题网站，及时传达上级部署要求、普
及党史知识、总结各单位（部门）的先进经
验做法，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局面。

泰山学院教师在平凡的坚守中担当立德树人重任———

每一个课件案例都反复打磨

抓牢六个发力点

潍坊学院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陶道强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自3月份以来，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通过建设党史书坊、开办党史研读班打造全新的线上线下
党史学习平台，开展党史征文（短视频）大赛、讲述家乡
红色故事、我来讲党课、为全体专业老师上党史课等系列
活动，“五位一体”统筹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推动党史教育进课堂，筑牢育人主阵地。马克思主义
学院坚守育人初心，通过精心打造党史学习教育“金
课”，在思政课中融入党史教育内容，强化思政课育人主
阵地、主渠道、主引擎功能。3月份，要求《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形势与政策》三门课程教学方案及授课环节有效融入、
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史教育。集体备课形成共识，即在理论
讲授过程中适当增加党史教育内容，突出党史案例教学阐
释功能和作用的发挥，重视在大学生中传承红色基因和爱
党爱国情怀，赓续精神血脉；动员学生讲党史故事、心得
或进行艺术创作展演，深化党史知识学习，增强对党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实现党史学习与思政课的有效衔接。

建设“党史书坊”，打造实践育人新平台。为充分发
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人才和资源优势，通过向全校师生征
募、图书馆调拨等多种形式，征募党史专题藏书1000余册
（后续仍在增加中），初步搭建起集党史文献收藏、展览
展示、党史研读、红色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学习教育创新
平台和聚集地，可为全校师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集
中、系统的专门资源库，汲取营养和智慧的“储备库”和
锤炼党性的“加油站”。

开办党史研读班，锻塑思政育人金品牌。为创新思想
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面向全校学生举办
党史学习专题研读班，第一期共有10个班566人参加。研读
班依托党史书坊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实践教学基地，开展听
（讲）一次党史讲座、读一本党史书、参观一次红色基
地、看一部红色电影、讲一个党史故事等丰富的实践教学
活动，使青年学生深度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举办征文、讲故事活动，营造浓厚学习教育氛围。马
克思主义学院联合校党委宣传部和学校团委开展“学党
史、跟党走”主题征文（短视频）和讲述家乡红色故事比
赛，发动全校师生基于课外走访调查，撰写文章、制作短
视频并现场讲述红色故事。通过讲好身边的党史故事，引
导青年学生深入发掘家乡故土及工作生活地方的历史印迹
和激动人心的感人故事，用讲好身边党史故事的切身体
验，增进对党和人民的感情，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实施党史授课计划，强化协同育人效果。深入落实
“777互联互通育人工程”和“七个一行动计划”，马克思
主义学院组织19位高职称和高学历教师为21个二级学院专业
课任课教师上党史课，提高教师党史素养，强化思政课与
专业课协同育人效果，不断丰富学校“大思政”格局内涵
建设，培根铸魂、启智润心。

□刘珂珂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济南大学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

就业”“保就业”的决策部署，推动地方党政机关、用人
单位、家长和高校毕业生等社会各界更加深入地关注和参
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共同促进2021届高校毕业生更
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

自疫情以来，学校着力打造“校院工作一体化”新模
式，建立健全就业工作绩效考评机制，形成了“领导抓、
教师推、校友帮、辅导员促”的四级就业助推体系，提出
了就业工作稳定线、网络线、保障线、满意线“四条线”
工作方法，搭建了网上招聘、线上咨询、面试签约以及线
上就业指导的完整工作格局，为学生提供全天候网络招聘
服务和电话咨询，实现了每位毕业生就业服务全覆盖。学
校“以行业区域招聘为主体，以就业基地建设为依托，以
校友资源及政府、科研合作单位为纽带”的多元化招聘就
业市场体系初见规模。学校大力宣传留鲁留济就业创业政
策，为引导和吸引更多学生留在山东、服务山东、建设山
东，积极开展高校毕业生“就选山东”留鲁就业体验日活
动。截至目前，济南大学就业信息网2021年度发布过岗位的
单位1454家，共发布岗位4724个，岗位需求61146人，召开宣
讲会321场，参与宣讲岗位40722人，召开线上招聘会13场，
提供岗位需求109196人，联合各学院、市人社局等召开线下
招聘会19场，提供岗位需求80226人。

济南大学

推出四级就业助推体系

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五位一体”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陈莉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6日下午，山东农业大学园艺学院乡

村振兴服务基地揭牌仪式在济南市莱芜区大王庄镇举行。
此次揭牌成立的服务基地，是在济南市派乡村振兴服

务队与莱芜区乡村振兴专家顾问团的共同促进下成立的。
专家顾问团自2019年成立以来，共举办“香山大讲堂”活动4
期，举办“山农酥梨论坛”1期，累计培训干部、群众500余人次。

山农大园艺学院乡村振兴服务基地依托真诚餐饮公司
大槐树生产基地建立。这一生产基地是乡村振兴服务队莱芜
区七队指导大槐树村以“支部领办合作社”形式建设的。基地
将充分利用山东农业大学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帮助企业提高
生产水平，并可对周边村民进行相关技术培训。

山农大园艺学院

乡村振兴服务基地揭牌


	2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