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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来来为为““好好老老师师””投投上上一一票票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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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李
飞 见习记者 潘世金)

今年第33个教师节前夕，本
报启动“念师恩——— 我身边的
好老师”特别报道，利用9月份

“师德建设月”的契机，推出了
融媒体专题，20天的时间，陆
续报道了49位教师(集体)，展
示了济南优秀教师的风采，向
教师群体致敬。

这些老师来自高职、中
职、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
等各个学段。他们中间,有在一
线岗位上工作三十余年的老
教师,也有刚走上工作岗位的
90后教师。这些好老师的故
事，代表着他们自己，更代表
着教师这个群体。他们是人类
灵魂的工程师，也是这个世界

上最可爱的人。
目前，“念师恩——— 我身

边的好老师”特别报道已经结
束，20天时间里，受到了教育
部门、学校、学生、家长和社会
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

即日起,2017“我身边的好
老师”票选活动也正式启动,面
向社会公开投票,齐鲁晚报将
根据投票截止后的个人票数
排名,确定10位2017“我身边的
好老师”获奖者,并颁发证书及
奖品。具体投票规则如下:

(1)关注齐鲁晚报微信公
众号“齐鲁校园直通车”，点击
首页下方“念师恩”按钮，为您
喜欢的教师投上宝贵的一票。

(2)投票时间：9月28日
12：00——— 10月13日24:00。

(3)每人每天限投一票。
(4)本次投票保证公平公

正的原则，一经发现恶意刷票
等行为，立即取消评选资格。

如果您想了解这些教师
背后的故事,如果你希望参与
活动投票,选出心中的好老师,
现在就请关注“齐鲁校园直通
车”微信公众号,为他们投出宝
贵一票！

欢迎扫码关注公众号

参与此次票选活动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徐
洁 见习记者 张琪) 从9月
初开始，本报启动了“最美幼
师”评选活动，经教育主管部
门和幼儿园推荐，以视频和图
文的形式，将20多位幼师的事
迹报道出来。在5天的集中投
票环节中，共有11万余人参
与，收到选票近20万张。

在受访的这些幼儿教师
中，有在一线工作三十余年的
资深教师，有从教十余年的专
家型教师，也有刚从学校毕业
走 上 工 作 岗 位 的 年 轻 老
师……他们有着自己的故事，
他们用一颗热情、善良、温暖
的心陪伴孩子们的成长，用一
种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拥抱
工作。

为了让人们了解幼师职
业背后的辛苦与不易，传递社
会正能量，本报于9月21日启
动了2017齐鲁“最美幼师”评
选活动，让读者和家长们以投
票的方式为老师们送上最真
挚的褒奖。

本次“最美幼师”票选活
动共进行了5天，共有11万余

人参与其中，收到近20万张选
票。齐鲁晚报学前教育公众号

“学前班儿”后台也收到不少
家长和粉丝的留言，他们纷纷
表示“是这个活动让自己了解
到幼师职业的辛苦”，“希望让
幼师的正能量继续传播下
去”。最终，陈楠、王茜、柏青
青、李媛媛、周公华、张敬、王
月、王玉英、徐海燕、孙琼玉等
十名幼师进入前十名。

“最美幼师”评选活动颁
奖典礼将于下月举行，届时所
有入围者将获得“最美幼师”
证书，票选前十名将获得奖品
奖励。

如果想要了解幼师们的
故事，就赶快关注“学前班儿”
微信公号,点击首页下方“最美
幼师”按钮，一起回顾幼师们
的精彩故事！

5天时间，11万人参与评选

““最最美美幼幼师师””颁颁奖奖典典礼礼双双节节后后举举行行

国庆节就要到了，济南市工业北
路第二小学的千余名小学生挥舞着国
旗，打出“祝福祖国，祖国万岁”的
标语。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山东省实验中学高惠燕
济南三职专尹川
济南六职专于斌
济南历城二中张金保
济南历城二中王佰义
济南历城二中任新雍
济南历城二中赵立秋
济南实验初中张伟
济南实验初中滕新媛
济南特殊教育中心禚基娥
济南章丘区官庄街道田家柳
小学贾翠珍
济南市丁家小学董煦
济南博文中学张晓静
济南市经十一路小学胡良鹏
济南市陡沟小学刘震
济南市燕翔小学王昆
济南实验初中李卓莉

济南实验初中张振华
济南实验初中刘祥东
济南济微中学刘珊珊
济南市历城区实验小学王克梅

济南历城第五中学朱海燕
济南市经五路小学王冠
济南市经五路小学周欣
济南第六十八中学卢可雷
济南第六十八中学王瑞红
济南第六十八中学赵文玲
济南明湖中学赵红霞
济南育英中学赵延杰
济南市槐荫区第三实验幼儿
园李天琪
济南市泉星小学闫敏
济南山师二附中高洪霞
济南市育贤第一幼儿园李静
济南市育贤小学张望

济南党家中学赵本旭
济南舜文中学张峰
济南理工中等职业学校孙丽霞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小学朱玉红

济南历城第六中学胡晓华
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六
年级班主任团队
济南市行知小学徐慧
济南市营市东街小学耿倩倩
济南市纬二路小学余洋
济南市育秀小学刘文婷
济南市胜利大街小学张耀超
济南市胜利大街小学臧晓霞
济南育文中学张莹
济南历下区黎明学校张秀丽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谷莹
莹、姜利妍

>>附：2017“念师恩·我身边的好老师”评选候选人(排名不分先后)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徐洁)
27日，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

中华诗文教育学会等共同启动
“晒家风故事颂传统美德”活
动，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围绕
“论家风、话家风、绘家风、赞
家风、评家风、晒家风”等展
开。

在启动仪式上，山东省中华
诗文教育学会会长、山东师大基
础教育集团常务副理事长、总经
理苗禾鸣说，研究颜氏、钱氏等
著名家族会发现，他们的家风让
后人代代受益，是后代建功立业
的宝典。

齐鲁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孙业

文认为，一个人的成才，三分靠
天性，七分源于家教，优秀家风
应提倡从小事做起，父母应从言
行潜移默化影响孩子的行为。

本次活动为期一个月，围绕
“论家风、话家风、绘家风、赞
家风、评家风、晒家风”六个方
面展开。

本报9月27日讯(见习
记者 冯沛然) 25日，山
东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
新创业大赛决赛在山东传
媒职业学院落幕。

来自全省职业院校的
58支参赛团队通过VCR、
口头解说、作品展示等方
式向评委观众推介了参赛

作品。最终，山东水利职业
学院等10支参赛团队斩获
高职组一等奖，烟台工贸
技师学院等10支参赛团队
斩获中职组一等奖。

据悉，大赛自5月启动
以来，历时4个多月，近百
所职业院校、技工院校的
千余个项目参赛。

千千名名小小学学生生祝祝福福祖祖国国

我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

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本报9月27日讯(见习记者
冯沛然) 26日，山东财经大学高
水平应用型专业创业空间启用仪
式暨创新创业论坛举办，百余位

企业家、教育人士、行业大咖共同
探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下高校教
育与创新创业企业的双赢之路。
库米云微是山东财经大学创业园

示范单位，项目创始人王华杰分
享了“师生同修”创新教育模式
的心得，并对移动互联网所带来
的新形势和新影响做了分析。

山财大启用高水平创业空间

本报9月27日讯(见习记者
冯沛然) 日前，由全产业链日化
科技企业“爸爸的选择”兴建的亚
洲最大纸尿裤工厂完成一期建

设，正式投产运营。
据了解，爸爸的选择是一家

立足全球资源研发、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母婴日化全产业链企

业，山东生产研发基地规划超过
18条全自动生产线，产能达20亿
片，是当前亚洲最大的单体纸尿
裤工厂。

“爸爸的选择”亚洲最大纸尿裤工厂投产

山师中建长清湖实验学校启动
晒家风故事颂传统美德活动

让宝宝过个不一样的中秋

“萌宝说中秋”征集短视频啦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徐洁 见习记者 张
琪) 中秋节将至，为了让
孩子们了解传统习俗，过
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节，本
报特别推出了“萌宝说中
秋”活动，赶快拍段短视频
发给我们吧。

“萌宝说中秋”短视频
征集，通过录制短视频的
方式参与活动，镜头前的
宝宝可以讲述中秋传说，
可以自编中秋故事，可以
讲讲自家过节的所见所闻
所乐等，只要是关于中秋

节话题的“唠嗑”均可。
投稿视频时间控制在

60秒之内，如用手机拍摄
请横屏拍摄，要求画质清
晰，声音响亮。请将视频以

“幼儿园名称”+“宝贝姓
名”的方式命名，发送至齐
鲁晚报学前教育公众号

“学前班儿”后台。活动截
止时间：2017年10月4日。

我们将择优选择视频，
在齐鲁壹点APP、齐鲁晚报
学前教育公众号“学前班
儿”上集中展示，快将宝贝
的“中秋视频”发给我们吧！

扫
描
关
注﹃
学
前
班
儿
﹄

济南高新区实验中学招聘
电工、木工各1名，年龄40-50岁，

工资待遇面议，报名时间截至到
2017年9月30日。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13954188738 .

济南市高新实验中学招聘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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