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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名师带头
提供优质专业课程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培养的
不仅仅是一个个技术工人,而是
一个个全面的人,要让学生的素
养得到全面提升。”刘光泉说，当
学生走进学校的那一刻,就要让
学生们有多种多样的发展可能,
让这些在初中阶段成绩不算太
出色的学生也有一份属于自己
的自信。

学校有7个名师工作室，各
负责人都是党员，党员名师不仅
自己开设“第二课堂”，还要负责
带领年轻教师不断进步。在名师
工作室的带领下，学校的专业课

程得到不断优化。“学校计算机
应用专业早在几年前已被评为
山东省品牌专业，在济南市第一
批品牌专业验收中，学校的计算
机应用专业以第一名、计算机网
络技术专业以第四的优异成绩
通过，网络技术专业也成功立项
山东省品牌专业。”刘光泉说。

截至目前，济南信息工程学
校紧跟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
发展步伐，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
制，使专业建设更加契合产业转
型升级需要。发挥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网络两个山东省品牌专
业优势，形成信息技术类专业为
主、财经商贸类专业为辅的“一
体两翼”专业格局。

“学校注重传统专业和新兴
专业有梯度的结构性发展，”刘
光泉说，围绕“互联网+”行动等
新要求，适应新技术、新模式、新
业态发展实际，“2019年学校新
增物联网技术应用、无人机操控
与维护两个专业。探索增加虚拟
现实技术应用、融媒体技术应用
两个专业方向，未来学校将根据
科技的发展及企业的用工需要，
增加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专业
设置，畅通学生成长成才渠道。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特色办学让学生备受青睐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济南
信息工程学校最鲜明的办学特
点。校长刘光泉介绍,“每个人都
有自己与别人不一样的专长,这
就需要学校为学生们搭起平

台。”学校每年邀请几十位行业
专家走进校园开展讲座,让同学
们了解行业发展、人才需求，培
养他们的职业精神。

2019年，学校党委确定党建
重点项目为“促进产教深度融
合，培育工匠型技能人才”。围绕
该项目，依托山东省网络技术专
业产教融合联盟，学校继续与济
南职业学院、山东电子职业学
院、联想、北大青鸟、大慧飞疆、
智赢动画等高校和企业开展深
度合作，在招生实习、实训拓展、
文化共建等产教融合方面再获
双赢。

2019年度，济南信息工程学
校创新合作成立了为期一年的
联想服务器人才培养班，以培养
学生职业素养能力为核心，在人
才培养、职业素养培养等方面进
行创新改革，证书含金量、就业
岗位、薪资待遇成倍提升，共培
养了83名同学，得到用人单位的
一致好评。

同年，学校与神州顺利办山
东公司开办的省内首家中职会
计专业校企合作专班——— 智能
财税工场开班。填补了学校会计
专业0专班的空白，也实现了学
校“引企入校、校企共育”办学模
式的专业全覆盖。

教学育人 德育先行
做加快学校发展的先锋

近日，济南信息工程学校与
优芽教育签约成立了“三全育
人”产教融合德育基地，学校三

全育人的德育教育体系进一步
完善。近年来，学校党委一直坚
持不懈抓好德育教育，以“立德
树人”为固本工程，充分发挥党
员教师先锋作用，加快学校发
展。

“党建就是人建，学校党建
要紧紧抓住培养人、发展人这
个根本”，济南信息工程学校党
委书记、校长刘光泉说。学校坚
持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
人，一个小组、两支队伍、三方
合作的“123”德育工作体系已
见成效。通过社团、专业兴趣小
组、文体活动、志愿服务等，使
每个学生找到自己的“最近发
展区”。

学校已有25个社团和专业
兴趣小组，有传统文化、国学经
典、武术文化、围棋社等。同时，
学校是“篮球特色校、足球特色
校”，刘光泉在不忙的时候也会
走上篮球场与学生们一起打打
篮球。“通过各类文体活动，学生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大幅
提升，”刘光泉说，“如果孩子想
走，我们要让孩子们走得稳；如
果他想跑，我们就做助推器让他
跑得快；如果他想飞，我们就尽
可能为他插上翅膀。”

党旗指引着方向，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济南信息工程学校将
继续引领广大师生不断创新、探
索和完善党建工作，找准党建与
学校建设、教师队伍提升、德育
建设、学生全面发展的结合点，
精准发力，不忘初心，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使命担当，让学生成人成才

济南信息工程学
校被业界誉为济南信
息产业的“人才摇篮”，
学校多个专业成为山
东省和济南市品牌专
业、山东省职业教育示
范专业，培养的学生经
常还没毕业就被企业
预定。济南信息工程学
校党委书记、校长刘光
泉说，“不忘职业教育
初心，牢记职业人才培
养使命，党建引领我
们，办好老百姓满意的
教育，让孩子成人成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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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冲在前
保障学生工作无后顾之忧

“我是党员,我必须冲在最前
面,这没什么好商量的。”

今年战“疫”期间，济南市东
方双语实验学校的每一名干部
积极投身一线、带头在前 ,踏踏
实实做好每一件工作，用行动诠
释着一名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
担当。

杨昕婕是学校九年级的班主
任，毕业班的孩子们总是更让人
操心一些。杨老师有两个孩子，老
大正是九年级应届毕业生，老二

还在学龄前。战“疫”期间，杨老师
的爱人在疾控中心工作，早早便
投入一线；杨老师选择优先做好
毕业班班主任，然后才做好母亲
的角色。她是一名党员，在关键时
刻选择了冲锋在前。

线上教研、通宵录制微课、随
时在线为学生答疑、加班加点制
定安全预案……战“疫”在教育教
学一线，学校三个校区的党员教
师们带头“以校为家”，以牺牲个
人“小家”的精神，全力守护学生
成长。

每天，他们都要在校内做好
消毒防疫把关，对每名学生的出
行情况摸排，一桩桩一件件都要
落实清楚，中午匆匆回家简单吃
口饭又匆匆赶回学校……辛苦的
付出收到了通过政府热线反馈的
家长点赞：学校网课安排合理，感
谢学校的辛勤付出。

多种形式
呵护学生心理健康成长

近日，东方双语实验学校清
华园校区针对“超长假期”里组织
开展的“健康假期小擂主”活动评
选结果揭晓，“大家都很惊喜，最
后的小擂主是一年级的小‘豆
丁’”，学校党总支第三支部书记
刘国妍说，“通过记录居家学习、
劳动的过程等，孩子们懂得了自
律、懂得了合理安排时间，都在不
断成长。”

据了解，在过去的“超长假
期”里，为了让学生们学习生活稳

定如常，东方双语实验学校坚持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
针，交叉安排文化课学习和德育、
体育、美育以及劳动教育等方面
的学习。

学校党总支第一支部书记赵
立娟说，为了“把孩子教育好、帮
家庭稳定好”，老师们全情投入，
组建帮扶小群，让学生全方位感
受到老师的关注。“有的时候，有
孩子连续几天上网课不在状态的
时候，老师都会及时跟家长沟通，
甚至要去学生家楼下把他叫下
来，远远的叮嘱几句，告诉他老师
一直都在。”

为保证学生心理健康成长，
三个校区的党员干部们带领老师
们一起,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通
过开展假期活动、开设心理咨询
室、心灵“快乐驿站”等形式为学
生身心健康保驾护航。面对一线
医护工作人员子女,学校老师们
开启“温暖在线”行动,把每一名
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建立聊天
群,孩子、任课教师、心理老师实
时交流，各学科老师随时对孩子
进行辅导。

学校党总支第二支部书记薛
海红介绍说，千佛山校区有多个
学生家长都在医院工作，战“疫”
期间也在一线驰援，学校了解情
况后通过对孩子们点对点的沟
通、疏导，稳定了孩子的心理和学
习。复学之后，学校还成立了心理
咨询室，由学校持有心理咨询师
证书的党员老师“坐诊”，保障孩
子们的心理健康成长。

党建引领
传递爱和教育的温度

东方双语实验学校党总支书
记、校长魏盈介绍道，学校一校三
区，每个校区情况都不一样。“开元
校区以初中部的学生为主，在教学
方面更需要侧重一点。千佛山校区
是最大的校区，班级多、师生多，要
重视学生的教学和行为习惯养成。
清华园校区很年轻，师生也很年
轻，需要努力办好学校提升品
牌……不同的情况要求不同的党
支部工作各有侧重，又要有继承有
突破有创新。用党建引领，向学生
和家长传递教育的温度。”

战“疫”期间，为了不耽误学
生学习教材，学校党总支在工作
群发布教材志愿者的招募信息,
党员干部以及广大教师积极报
名,为全校三个校区一至九年级
80个班、3600余名学生分发教材。
为了确保每一份教材更卫生、更
安全，学校高度重视教材分发环
节的卫生防控措施，全面消毒消
杀，对确有困难不能到校领取的
且居住在学校周边的学生，老师
就直接送教材到家，居住较远的
采用邮寄的方法，确保“课前到
书，人手一册”。发放教材每个环
节安全有序,受到家长一致好评。

在这样一支党员干部团队的
带领下，近年来,学校先后获得全
国基础教育科研先进单位、山东
省省级规范化学校、济南市历下
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

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

用党员行动传递教育温度、护航学生成长

济南市东方双
语实验学校一校三
区：开元校区、千佛
山校区、清华园校
区。三个校区的党
员干部们凡事冲在
前，时刻拧成一股
绳，带动全体教师
共同行动，不断用
行动传递教育的爱
和温度，为一至九
年级3600余名学生
身体健康、生命安
全和成长发展助力
护航。

学校大疆无人机专班日常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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