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主题 活动内容

第一天 成长启航
乘坐大巴车来到美丽烟台，开启破冰之旅
上午9：00从济南出发，（大众传媒大厦统一乘坐大巴车），下午3点抵达养马岛，安排住宿。
晚六点开启破冰之旅，分组，竞选小队长，集体讨论小队名字、口号。

第二天
团队协作之

自我成长

开启体验式培训的第一个项目——— 团队协作。
上午：团队协作、配合体验式培训“南水北调”
下午：奏出美丽乐章——— 团队杯子舞，今天我长大了——— 学习内务整理

第三天
专注、专心
成就自我

上午：我是最棒小兵——— 真人CS大作战
下午：专注力大练兵——— 多米诺骨牌、勇闯魔王关

第四天
乘风破浪
描绘未来

上午：帆船基地——— 扬帆起航
下午：描绘未来——— 共绘理想蓝图 我型我秀——— 情景剧

第五天
传统美德，光
荣革命历史

上午：研学之旅——— 杨子荣纪念馆
下午：感恩之旅——— 体验中学会感恩和珍惜 大声说出“我爱你”

第六天 体验渔家生活
上午：赶海——— 体验当地渔民生活
下午：海边沙雕大比拼 海边篝火晚会、露营

第七天 毕业典礼 闭营仪式 返程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李
飞 潘世金)“亲亲之岛,青青
上合。”7月9日,齐鲁晚报“齐鲁
未来星之童眼看上合”青岛五
日研学游将正式启动。即日
起,接受中小学生报名,欢迎加
入我们一起启程。

本次研学旅行中,我们将
亲临上合峰会会场,从会址中
的每个细节去了解“和合”理
念 ,学习帆船知识 ,感受青岛
“奥帆十周年”的精彩魅力。
在极地海洋世界,我们将与讲
解员一起观察极地海洋动物怎
样入眠；参加海洋科普趣味讲
堂和趣味互动。还将参观“中国
院子”,采访、学习“徽派建筑”、

“晋派建筑”,寻找传统文化根

源。走进青岛港,看海上丝路连
通世界。在青岛港,我们将游
览许振超大师工作室、世界一
流矿石码头亿吨广场,参观”
崛起“雕塑,远眺我国最大的
原油接卸码头。

此外,我们还会参观青岛
标准化馆和国际标准化计量
院。听专家讲座,了解国际标
准的青岛样本如何走向世界。
观看古代计时工具,体会计量
在民生、能源、环保、科学、
军事等多领域的积极作用。

我们还将走进海尔集团,
寻找世界第一台电冰箱,了解
家用电器的发展历程,从中感
受科技的进步。在青岛啤酒博
物馆,我们会参观历史文化区

域、生产工艺流程区域和多功
能区域,了解啤酒文化,体验醉
酒小屋,看中国企业如何走向
世界。

根据图片寻找建筑、在不
同建筑上插上国旗、寻找名人
故居……在最后一天,我们会
来到青岛老城区 ,参观迎宾
馆、1907水兵俱乐部,与100年
前的老青岛相遇,在欧式建筑
中感受中西方交融的文化。

在此次研学线路设计中,
针对学生年龄特点,我们还量
身打造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
动,如趣味互动、游戏问答、
知识竞赛等,并为学生准备了
特色小礼物作为奖品。研学过
程中,将有专业导师任辅导员,

按照研学旅行课程实施,根据
学生年龄特点,有计划地布置
并完成课程任务。

研学结束后,辅导员将根
据学生在研学旅行中的表现,
进行多维度综合评价。学生
优 秀 作 品 可 发 表 在 齐 鲁 晚
报·齐鲁壹点平台上,优秀营
员可受邀加入齐鲁晚报小记
者团。

这个暑假,让我们一起出
发吧,齐鲁晚报“齐鲁未来星
之童眼看上合”青岛五日研学
游正在报名中。开营时间:7月
9日—7月13日,咨询电话:0531
-85193712/85193050(齐鲁晚
报 ) ； 0 5 3 1 — 5 8 5 6 6 6 9 8 /
58053686(清大研学)。

链接>>

本报推出多款

“齐鲁未来星”研学游产品

齐鲁晚报·清大研学联合
推出多款“齐鲁未来星”研学游
产品,涵盖科技、艺术、建筑、历
史人文、爱国主义等多项主题,
内容十分丰富。

“齐鲁未来星”研学游产品
包括:新加坡七日研学营、北京
五日艺术研学营、北京五日科
技研学营、西安五日研学营、南
京五日研学营、安徽五日研学
营等等。每条研学线路都经过
了长时间的考察和研讨,为不
同的学校学生提供不一样的成
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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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童眼眼看看上上合合””，，等等你你一一起起来来
齐鲁晚报“齐鲁未来星”青岛研学游启动,欢迎报名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尹
明亮) 在炎热的暑期，去海岛
之上接受海风吹拂，徜徉沙滩，
感受浪花抚触，御帆远航，在海
上与海鸥做伴。在资深培训老师
的陪伴下，锻炼自己的专注力，在
角色体验中，体验渔民的生活，
更去感受父母的付出。这个暑
假，齐鲁晚报小记者团夏令营将
带着孩子们走上养马岛，在海岛
之上，一起去探索大概的秘密。

在那个秦始皇曾经养马的
神秘之岛，齐鲁晚报小记者团
将带着孩子们全方位的去感受
大海。跟着渔民去赶海，了解这
片大海的慷慨与富饶，也了解海
中生活的艰辛与危险。在沙滩上
踏浪玩沙，感受海风的温柔，用
细沙塑造自己的梦想。在在海上
帆船运动基地，在专业教练的指
导下，小记者们将学着御帆前行，
劈波斩浪,感受与大海博弈的艰
险与不易。在沙滩篝火晚会上，孩
子们将自己动手做一道丰盛晚

宴，享受与新朋友们合作与分享
的快乐时光。在此次夏令营中，除
了全方位的感受大海，我们还将
带着孩子们开展红色文化主题研
学，培养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之情，
在杨子荣的故乡，营员们将去追
寻杨子荣的成长足迹，在纪念馆
里感受先烈们为守护祖国所经历
的艰险和伟大的付出。

让初离父母的孩子学会独
立，锻炼孩子的专注力，本次夏
令营还专门邀请来知名培训
师，从夏令营开始一直到结束，
全程开展情商培训和提升。七天
的时间里，教孩子们自己学会整
理内务、学会洗衣，学会自立自
强，在一场真实CS大作战中学
会团队协作。夏令营中安排了专
门的父母感恩课程，让孩子们在
游戏、娱乐中懂得换位思考，了
解和体会父母的不易。

齐鲁晚报小记者团养马岛
夏令营第一期将从7月9日出
发，到7月15日结束。截至目前，

第一期夏令营已经报满。第二、
三、四期夏令营依然可以报名。
夏令营招收对象为7—16岁的
青少年，夏令营报名费用:2880
元/人(不含税)。开营时间：7月9
日—7月15日(第一期)，7月23
日—7月29日(第二期)，8月6
日—8月12日(第三期)，8月20
日—8月26日(第四期)，报名咨
询 电 话 ：1 5 3 1 5 4 5 7 2 6 7 、
15969678226。

小记者团海岛夏令营第一期封营，二三四期继续报名中

御御帆帆远远航航，，跟跟我我们们去去养养马马岛岛吧吧

就就业业职职位位与与毕毕业业生生比比高高达达1144 :: 11
济南工程职院2019届毕业生就业洽谈会火爆举行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李
飞 通讯员 高会贤)济南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2019届毕业生
顶岗实习就业洽谈会日前火爆
举行。用人单位提供2002个岗
位，21929个职位需求。参加此
次招聘会的主要是建筑工程
类、机电数控类、汽车、工程造
价、物流管理等专业的1500多

名毕业生，就业职位与毕业生
比高达14:1。

据介绍，此次招聘会共有
701家用人单位报名参加，为促
进毕业生优质就业、对口就业，
学院对报名企业进行了严格筛
选，优中选精，最终315家企业获
得现场招聘入场券，进场招聘的
企业仅占报名企业的45%，线上

招聘企业共计386家。
用人单位既有中铁十四局

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三角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鲁南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等学院长期合作的
单位，又有浪潮软件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重汽集团等慕名来

参会的新单位。
企业提供2002个岗位，

21929个职位需求。学院2019届
毕业生3146人，参加此次招聘
会的主要是建筑工程类、机电
数控类、汽车、工程造价、物流
管理等专业的1500多名毕业
生，此次招聘会提供的就业职
位与毕业生比达到14:1。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全
面引入大数据对此次就业洽谈
会进行数据化、信息化管理。报
名、审核、分配展位、统计数据
等工作全部从网上实现。学院
2019届毕业生可以现场与企业
交流，相互沟通；也可以通过网
络与线上企业沟通，实现数据
的实时互通。

济济南南一一小小学学考考试试成成闯闯关关游游戏戏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徐

洁)“体育馆里的疯狂运动会是
数学考试？”“图书馆里的密室逃
脱是英语考试？”近日，一场别样
的“与题PK”狂欢盛宴正在龙德
学校嗨翻天，语文、数学、英语、
综合各学科掀起了别开生面的
口试风暴，用孩子们喜欢的方
式，将学期考察的知识点融合到
游戏中、情境中、运动中。

在学校体育馆中，孩子们
化身《寻梦环游记》中的“米

格”，怀着对音乐的渴望，闯关
开始了，他们挑战体育老师扮
演的“奶奶”设置的障碍平衡
木，完成美术老师扮演的“卡
罗”提出的设计舞会面具和专
属吉他挑战，和音乐老师“埃克
托”大胆地在舞台上唱出自己
想唱的歌。在五彩斑斓的神秘
世界中，孩子们展现音体美课
程中的收获，完成了一段奇妙
的冒险旅程！

在数学思维运动会中，孩

子们玩跳格子游戏，玩指压板
过小溪、会动的图形、抱起西瓜
称一称、送海洋球回家等游戏，
全程没有一张纸。记者看到，同
学们一边根据所学《用2 -9的
乘法口诀求商》快速口算，一边
根据答案跳九宫格。同学们的
身体跟会动的图形一起平移、
旋转，边说边做动作，更好地理
解几何知识。临近期末，同学们
在有趣又具有挑战的各种游戏
中巩固各学科知识。

营营员员们们将将在在帆帆船船基基地地御御帆帆出出海海

近日，泰国教育部总督察长班迪·西普汤昆先生一行四人，来到济南市东

方双语实验学校进行交流访问活动。 通讯员 于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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