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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谭文佳
通讯员 陈传智) 近日，淄博实

验中学高一7班孙筱瑜同学在自家
小区地下车库捡到一个皮包，内有
银行卡、身份证、飞机票和几千元现
金。她意识到失主肯定异常焦急，赶
紧在小区内进行询问查找，最后通
过一张健身卡上的相关信息联系到
了失主。

失主特地到学校送上一面“拾
金不昧”的锦旗，并感激地说：“看到
失而复得的皮包，心情非常激动。在
现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孙筱瑜同学
这种抛开私利、拾金不昧的精神实
为可贵。同时也要感谢贵校的培养
教育，使得实验中学拥有了这样优
秀的学子。”

实验中学的老师表示：“弘扬
正气，传承美德，孙筱瑜同学拾金
不昧的行为，诠释了实验学子的
阳光、正气、担当，是我们实验中
学的骄傲。”

市实验中学学子

拾金不昧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谭文佳
通讯员 赵金振) 近日，市公安

局张店分局西六路派出所民警———
山东省最美警察李向利警官到淄博
十七中作了一场生动地法制教育报
告。

李警官首先根据青少年的生理
和心理特点，教育学生提倡勤俭节
约，抛弃虚荣和攀比心理，理解父母
的辛劳，做学生应该做的事情。其次
通过多年来处理过的现实案例，结
合该校学生的实际，用身边的事例
进行了现实说法。就如何保证自身
的安全，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如何保
管自己的财物，遇到危险如何求救、
自救、互救等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
讲解。

此次法制教育报告会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使学生们受
益匪浅，学生们纷纷表示在生活
中一定要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
的小公民，老师也表示要以此为
契机，把法制教育渗透到课堂教
学中，从而在学校里营造一种“学
法、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氛
围。

最美警察走进

十七中作普法教育

2013年淄博工业学校6名选手参加4个项目的全国技能大赛，获得2金3银的好成绩；学生技能作品展洽会摘得3金4银，
成绩在全国同类学校中遥遥领先；春季高考本科上线323人，上线率达到96 . 4%，录取271人，再次获得全市第一名，占全省
录取总数的1/20。谈到这些成绩时，校长孙林涛表示很有感触，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学校、教师和学生为教学改革所做
的一切努力。

更新教育理念提高课堂效率

记者：新的一年将从哪些
方面提升教学质量？

孙林涛：学校将进一步更
新教师教育理念，树立科学的
教育观、质量观、人才观，促进
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提高
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和整体
素质；鼓励教师在教学设计和
课堂教学模式上创新，达到课
堂上“学生动起来，气氛活起
来，效果好起来”，真正提高课
堂效率。

还将按照“以企业岗位需

要为目标，以岗位能力培养为
主线，以社会需求为质量标
准”的原则，本着“低起点、重
实用、重技能”思路，在专业建
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根据
山东省专业教学指导方案、结
合学校学分制以及中职学生
的学习、心理、行为等特点，编
写各具专业特色的专业教学
指导方案，构建适合职业教育
的课程体系，严格执行课程方
案，加大实训力度、保证实训
时间，大幅度提高教学质量。

淄淄博博市市33112277人人参参加加美美术术统统考考
102所高校在淄博设考点，2月8日开始报名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谭
文佳) 据悉，淄博市今年参加
省美术统考的人数共3127人，
比去年略有提升。今年山东艺
考淄博考点专业测试将于2月8

日起开始报名，考试时间是2月
10日到2月24日。

据悉，今年参加美术统考
的人数不仅淄博略有增加，全
省共有47670名考生参加美术
类专业统考，比 2 0 1 3年增加
3000余人，我省美术类报考人
数自2012年起已连续3年呈小

幅增长趋势(2012年41299，2013

年44858人)。据教育局工作人员
介绍，虽然近几年艺术类专业
文化课成绩要求越来越高，但
通过艺考上本科，尤其是好本
科，仍比通过普通文理科上要
容易。因此，依然会有许多考生
选择走艺考的道路。

另外，今年省内、省外院校
艺术类专业考试的时间都是从
2月10日至2月24日。淄博的报
名点在山东理工大学西校区体
育馆，2月8日开始报名。考试点

设有两处，山东理工大学和淄
博十七中。美术、空乘的专业测
试将在山东理工大学进行，音
乐、舞蹈、播音主持、模特等专
业测试在淄博十七中举行。

据悉 , 2013年 ,山东大学共
录取艺术类本科239人 ,但今年
音乐和美术两类 ,预计招生人
数仅分别是85人和55人,约为去
年的一半 ,成为今年招生变化
最大的省内高校,工业设计、环
境设计均未招生。其他省内院
校招生规模变化不大，其中，中

国海洋大学只有一个专业类
别，音乐表演专业预计招收60

人。济南大学以音乐类为主,共
招收113人，舞蹈类28人，另外
服装表演艺术文25人，艺术理5

人。山东师范大学预计招生人
数为550人，山东艺术学院将招
生1097人。

我省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
美术类专业统考成绩将于1月
24日前公布。取得本科合格证
的考生可参加招生院校组织的
美术类专业校考。

淄博工业学校校长孙林涛谈中职教育教学改革

““学学分分制制管管理理””提提升升学学生生技技能能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谭文佳
通讯员 刘强) 近日，淄博工业

学校举行了“中华成语大家学”活
动。工业学校以“服务学生终身发
展”为重点，注重学生的职业道德、
职业技能和学习能力的培养，提出
了“学习中华成语，提高文化素养”
的口号，坚持把学习汉语成语作为
一项重要的活动，学生积极参与，在
提升学生全面素质上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近年来，工业学校十分重视
学生社团活动，社团作为中学校
园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培养学生
兴趣爱好，扩大求知领域，陶冶思
想情操，展示才华智慧的广阔舞
台。而成语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思
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高
度总结，浸透着中华儿女的血液
和灵魂，每个人都应该是学习者、
继承者、传播者。成语大家学活
动，作为一种很好的社团活动在
提升学生文化素养方面起到了巨
大的推动作用。

淄博工业学校举行

“中华成语大家学”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谭
文佳 通讯员 吴少坤 ) 近
日，山东丝绸纺织职业学院思美
尔分院2014级成人高等教育服装
设计班开学典礼在高密思美尔
服饰有限公司举行。

2013年初，山东丝绸纺织职
业学院与高密思美尔服饰有限

公司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公
司在学院共建思美尔研发生产
基地，开设思美尔订单班。一年
来，校企双方取长补短，协力共
赢。学院送教师、学生到企业实
习实践，企业派技术人员来学
校指导授课。服装工程系教师
参 与 的 企 业“ 孕 初 期 女 式 内

裤”、“孕中前期女式内裤”、“孕
中期女式内裤”、“孕中后期女
式内裤”、“孕后期女式内裤”五
款内裤的专利开发已经获批，
学生设计的作品有十款被企业
选作2014年秋冬款样衣，双方共
同打造的思美尔研发生产基
地，已逐步成为集研发、设计、

生产、实训、就业等多项功能于
一体的创意创新工作平台。

本次成人高等教育大专班
的开班，为学校教师能够深入
了解企业一线工作提供了条
件，同时，也将促进职工岗位技
能的提升与职业发展，为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山东丝绸纺织职业学院与高密思美尔服饰成功合作

校校企企携携手手打打造造发发展展共共赢赢新新平平台台

“学分制管理”提升教学质量

记者：“学分制管理”为学
校带来了哪些变化？

孙林涛：为了不断深化教
学改革，加强教学统筹管理，
狠抓教学常规落实，狠抓学生
学习习惯养成，加强教风和学
风建设，学校于去年全面推行
了“学分制”管理，并收到了良
好的效果，大幅度提高了教学
质量。

学校每年参加全国技能
大赛、学生技能作品展洽会、
春季高考，成绩都非常突出。
2013年学校6名选手参加4个项
目的全国技能大赛，获得2金3

银的好成绩；学生技能作品展
洽会摘得3金4银，成绩在全国

同类学校中遥遥领先；春季高
考本科上线323人，上线率达到
96 . 4%，录取271人，再次获得全
市第一名，占全省录取总数的1
/20。

在2013年淄博市中小学生
运动会中，我校的轮滑队获得
了所有六个项目的第一名，代
表淄博市参加在滨州举行的
山东省第十二届中小学生运
动会获得全省第一名，并荣获

“体育道德风尚奖”。
下一步还将进一步推行

“学分制管理”，提升学生学习
积极性，让中职教育更符合中
职学生的发展个性，为学生以
后的就业和升学打好基础。 理实一体提升学生专业技能

本报记者 谭文佳 通讯员 刘强

淄博工业学校校长孙林涛。 本报通讯员 刘强 摄

记者：下一步学校发展
中职教育的着陆点是什么？

孙林涛：积极探索理实
一体、项目教学、直观教学、
任务驱动、目标导向、工学交
替等适合职业教育、有利于
提高学生职业能力的模块化
教学模式，大力推行“做中
学、学中做、产教研融合”，重
视学生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
的培养，切实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

严抓课堂常规管理，落

实好《理想课堂实施标准》，
从教师的备课、教案书写、教
学方法选择、多媒体使用、课
堂监控、作业布批、课外辅导
及学生学习习惯培养、课前
预习、课堂听讲、作业书写等
各个方面严格检查，对教师
上课情况进行监控并及时反
馈，逐步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大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将
学分制管理切实落到实处，
达到提升学生专业技能和综
合素质的目的。

校长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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