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茌平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校门。

茌平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是一所省级规范化学校，学校占地近200多亩，教学、实验实训、生活设施一
流，现有56个教学班，2400余名学生，拥有教职工299人，师资力量雄厚。2013年学校申报省级规范化学校获
得批准，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各专业实习实训设备均达省级先进水平，实验实训资产价值达2000余万元。

2014年茌平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捷报频传：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市技能大赛并成功承办服装类比赛，
成绩可喜，3人获一等奖，11人获二等奖，7人获三等奖，3人获优秀奖，计算机硬件检测与维修获团体第二
名；春季高考有33人、夏季高考有43人升入本科院校。

学校以专业教学改革为
突破口，创新“12345”人才培养
模式。即，本着“一个目标”：立
德树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
掌握“二个基本”：基本技能、

基本素质；紧抓“三个环节”：
课堂教学、学校实训、企业实
习；培养综合素质“四位一
体”：文化、技能、行为规范、素
养；实现“五个对接”：专业设

置与产业结构对接、学习内容
与标准岗位对接、学习过程与
生产过程的对接、学习结果认
证与职业资格的对接、学生教
育与终身教育对接。

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
学校的育人理念充分明确

了学生在校学习的目的和任务
是为上岗及升学充分做好知识
和技能储备，在实际教学工作
中，加强文化课和专业理论课
学习的同时，更注重实践技能
教学，加大学生实践操作在日
常教学中的比重。各专业教师
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选取最合
适、最实用的教学方法，让学生
在实训室中“做中学，学中做”；
学校每年组织一次校级“技能

大赛”，并依托这一平台选拔市
级、省级技能大赛参赛队员，“以
赛促学，以赛带练”的竞争模式，
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在学练中理解理论知识、掌
握技能技巧。

探索学生教学和管理方
法，在学习借鉴外地名校经验
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实际，从高
一年级开始推行学分制，大大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
学生的评价由重结果转变成重

过程。
开展兴趣大课堂活动。每

位教师把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展
示给学生，不拘形式，不拘内容。
校级领导杨长清、于吉利等带头
开讲，一年来共开展20余次，使系
统化教育与碎片式教育有机结
合，开拓了学生视野，培养了良
好的学习和生活情趣。

为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学
校实行“N+1”导师制，让每名教
师都成为学生的导师。

亮点纷呈

凸显特色

主要专业

设置情况

计算机及应用专业：专业技
能方向主要是计算机信息管理、
网络管理与维护和电子商务网
站建设与运营三个方向，专业课
开设计算机应用基础、图形图像
处理、计算机组装与维修、常用
工具软件等课程。本专业配备
有聊城地区最先进的网络布线
实训室，另有实训机房6座，拥有
高标准配置电脑近300台，主要
进行数字影音后期制作、动画片
制作等项目的实训。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专业技
能方向主要是机电设备安装与
调试、机电产品维修、自动化生
产线运行三个方向。专业课开设
电工电子技术应用、机械制图、
机械基础、金属工艺学等课程。
本专业配备钳工实训室、电子焊
接实训室、机械零件测绘实训
室、金属工艺学实验室、电工实
验室、低压电器实训室、液压气

动实训室等实验实训室。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专

业技能方向主要是服装CAD
技术应用、服装制作两个方
向。专业课开设服装美术设计
基础、服装结构制图、服装设
备使用常识、服装材料、缝制
工艺等课程。配备服装工艺实
训室、立体裁剪实训室、服装
CAD制版实训室，拥有高速
电动缝纫机60台，美耐标准裁
床台板、服装裁片整理台2组，
服装CAD设计用计算机60台、
服装数字化仪、服装高速喷墨
绘图仪等配套实训设备。

音乐 (学前教育专业 )：本
专业开设课程除职业中专阶
段的文化课外，专业课开设专
学前卫生学、学前教育学、学
前心理学、幼儿园活动设计与
实践、幼儿园课程、幼儿教师
教育技能等；本专业配备集体

琴房2座、舞蹈室4座。
财会电算化专业：专业技

能方向主要是企业会计、商超
收银两个方向。专业课开设基
础会计、企业财务会计、税收
基础、财会电算化、经济法、统
计原理等。本专业配备有财会
基本技能、会计电算化、收银
实训室等。

汽车应用与维修专业：专
业技能方向主要是汽车机修、
汽车电器维修两个方向。专业
课开设机械识图、机械基础、汽
车材料与金属加工、电工与电子
技术基础、汽车构造、汽车电气、
汽车维修等相关专业的学习实
习等。本专业配备汽车原理实训
室、汽修专业实训车间，拥有四
轮定位仪、举升机、实习汽车10
辆、翻转架、扒胎机、汽车整车电
路实训台、汽车空调实训台、桑
塔纳整车结构模型等实训设备。

招生专业
招生

人数
学制 备注

机电技术应

用

300 三年 面向升学

和就业

计算机及应

用

200 三年 面向升学

和就业

服装设计与

工艺

100 三年 面向升学

和就业

音乐（学前教

育）

190 三年 面向升学

财会电算化 150 三年 面向升学

汽车维修 60 二年 面向就业

招生计划

电子焊接实习。

2015年5月8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李璇

组版：肖婷婷

C04-C06

德德育育告告别别““古古板板””多多了了不不少少趣趣味味性性
聊城二中组建励志拓展训练团，助力学生综合素养发展

提到学生的德育工作，很多“过来人”都会用“古板”来形容。如今在聊城二中，学生德育工作不仅形式不再那么单一一，而且还多了不
少的趣味性。经过近两年的探索，聊城二中前不久正式成立了励志拓展训练团，从励志教育、拓展训练、心理咨询、礼礼仪教育等方面，用
系统化地德育工作助力学生综合素养发展，突破学生成长、班级建设、年级管理中遇到的棘手问题。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张金福

咨询心理问题，最多时8个学生排队
当前，经常有学校出现学

生为心理问题所困扰进而采取
极端措施的情况，聊城二中的
学 生 却 养成了这样一个“习
惯”，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心理
问题，主动去找学校里的专职
心理教师咨询排解。

据聊城二中政教处主任郭
立志介绍，学校最初仅有一名专
职心理教师，后来随着学校强化
这方面的师资力量，去年春天还
专门引进了一名心理专业的研
究生任专职心理教师。随着学校
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去
年冬天又有一名兼职教师加入

了这个队伍。随着心理教师队伍
逐渐壮大，学校则组建了心理咨
询室，主动针对学生遇到的心理
问题进行工作，这样学生遇到什
么心理问题学校都能提前进行
排解。

在聊城二中的专职心理教
师队伍中，张琳是最早从事这项
工作的。据其介绍，起初学生遇
到问题并不习惯找老师咨询。为
了能实时对学生的心理进行监
控，他们从去年秋天开始组建一
个“爱心社”，在每个班都发展了
一名社员，进行专门培训后随时
帮着监控学生的心理波动。

了解到学生的心理波动后，
如果是个体情况则进行个体辅
导，如果是比较普遍的共性问
题，则一方面通过邮件提醒各班
主任注意外，有意识组织一些心
理讲座及开解文章，帮着学生排
解心里的疑问。随着这项工作的
深入，专职心理教师越来越受到
学生认可，遇到心理问题自然而
然地就会想到他们。张琳介绍
说，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有学生主
动找到他们咨询各类心理问题，
前段时间高一刚分班时，甚至出
现了8名学生排队进行心理咨询
的情况。

理念不断更新，教室里玩起拓展游戏

在聊城二中，还有很多让
人感觉不可思议的场景。课余
时间，经常有教室里学生们兴
高采烈地玩起了各种小拓展
游戏。特别是在去年新生开学
军 训 时 ，除了传统的训练齐
步、正步、跑步和四面转法等
科目，还多了一项更加受学生
欢迎的内容，在军训场上组织
大家开展拓展训练。

郭立志说，拓展训练如今
虽说在社会上比较受欢迎，但
大规模地引入学校的情况还不
多见。去年，聊城二中校长李若

龙提议将其作为学生德育教育
的一项科目，并于暑假期间组
织人员前往莱芜的雪野英豪拓
展培训基地进行实地考察学
习，汲取先进经验后将之应用
到了军训教学实践中。

如今，聊城二中已经系统
整理改进了20多钟适应中学
生的拓展训练游戏，各类拓展
训练小游戏甚至跑进了各个
班里，由班主任或学生自发在
课余时间组织班里的学生参
加。通过这些小游戏，学生们
不断明白团结、合作、感恩的

真谛，通过一次次的拼搏、进
取，大家相继变得阳光、自信
起来。

随着学生精神面貌的变
化，聊城二中的拓展训练也走
出了校门，越来越多的学校邀
请前往指导。聊城二中广为其
他学校所知的不光是拓展训
练，其励志演讲也是被众多学
校广为认可，郭立志介绍说，
近期时间以来他们已经应东
昌府区及经济开发区的一些
学校邀请，做了上百场的义务
励志演讲。

在各项德育工作相继取得
突破的同时，最近聊城二中开始
系统化深入推进这项工作，整合
励志演讲、拓展训练、心理咨询
等资源，于今年3月份正式成立
了励志拓展训练团，通过系统
化、立体式的德育工作来助力学
生的综合素养发展。

聊城二中校长李若龙介绍
说，经过学校对前期各项工作的
探索，他们为学生德育工作设立
一套立体化的平台，除了前期推
进的励志演讲、拓展训练、心理
咨询等工作外，还设立一个礼仪
教育模块用于提升学生的言行
修养。

针对学生的礼仪教育，这个
学期即将启动相关工作。李若龙

表示，这里所讲的礼仪教育不光
是传统意义上的知书达理，更包
含着做人做事方面的一些规范
教育。特别是作为一名中学生，
在校期间如何注重学生与学生
之间交往时的礼仪，学生与老师
之间的礼仪等等。

目前，聊城二中正在组织力
量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前期准
备，不是简单照搬照抄社会上各
类礼仪规范，而是结合当前学校
德育教育需要，将之转化为适合
中学生的“校园礼仪”。李若龙说，
因为这项工作前期没有参考，而
是学校将要进行的一项探索，所
以他们对此进行了很多准备工
作，以便让励志拓展训练团的四
个板块互相融合、互相促进。

整合各方资源，搭建起德育立体平台

在军训场上，聊城二中组织高一学生开展拓展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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