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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名“小中医”
为村民义诊

“我们美术学院承担了村
里的三面墙，画完后村民们都
很喜欢，能够运用我们的专业
知识为村里增添点色彩，我觉
得特别有意义。”7月8日至10
日，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组
队来到“第一书记”帮包村菏
泽市牡丹区李村镇刘口村、左
庄村、岔河头村开展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大三学生刘云参与
了本次实践。

“撸起袖子加油干，意气
风发向前看”、“建设美丽乡
村”为主题的文化墙在团队的
共同努力下焕然一新。“一开
始我们选好墙后，先清理墙
面、丈量尺寸，再准备画材，给
颜料调色，团队分工协作，不
到两天时间就完成了60多平
米的墙绘创作。”刘云介绍。

对于省城的大学生来说，

暑期社会实践大多与“三下
乡”相关。所谓“三下乡”，是指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大
学生暑期深入农村、传播先进
文化、科技和卫生知识，体验
基层民众生活，调研基层社会
现状。

记者采访发现，将专业知
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已成不少
高校的首选。这个暑假，山东中
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针灸推
拿专业的八名学生来到了烟台
市牟平区观水镇大石疃村，为
乡亲们进行免费义诊。量血压、
测血糖、拔罐、针灸、艾灸、推
拿……这个八人小团队使出
了浑身解数。

“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
我们发现，前来义诊的村民中
糖尿病、高血压、颈肩腰腿痛
最为常见。而且村民们有病
一般都不去医院，我们希望
能通过义诊让他们产生主动
进行健康体检的意识。”宁安
琪说。

令宁安琪印象深刻的是
村里一位拄着拐来义诊的老
人。“他有颈椎病、腰椎病、心
脏病，被各种疾病缠身，在大
医院做过好几次手术，夏天
还感觉到冷，晚上睡不好觉，
往往到一两点才能睡着。”宁
安琪介绍。“第一次给爷爷做
完针灸后，他从晚上十点多
睡到第二天早上五六点。我
们 义 诊 了 三 天 ，他 每 天 都
来。”

有单飞有团队
实践贴近社会热点

除学校安排的“三下乡”
社会实践外，不少学生为提高
自己的能力，还进行了自主暑
期实践。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
新闻传播学院财经新闻专业
的大一学生苏文与学长学姐
们一起参加了两个社会调研，
分别为“第一书记”调研与农
村养老问题及代际冲突研究。

“我们去了菏泽市左营乡
的郭庄村、杨台村、陈良村，了
解了一些‘第一书记’自任职
以来为村里做的一些工作，比
如修路、打地井、安装摄像头
等，也采访了一些致富能人。”
苏文说。

苏文与团队分工合作，在
济南市商河县、章丘区等地随
机抽取几户人家进行采访调
研，主要就老人的生活条件、
生活来源、精神状态、养老保
险、老人子女的生活条件等问
题进行调查，最终形成调研报
告。

通过两个社会实践活动，
苏文也意识到团队合作的重
要性。“我认为这样的暑期实
践自己一定要有所贡献。”

除团队合作外，也有大
学生“单枪匹马”进行暑期实
践。“我很喜欢自己的专业，
以后也打算从事相关工作。
我们这个专业知识面涉及较
广，平时我会看一些相关的
画册，但更多时候，我还是选
择出来实地参观一些展览。”
一进入暑假，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景
观专业的大二学生陈泽宇就
开始了自己的“广州专属实践
之旅”。

应注重成长
而非加分

支教、调研乡村建筑、免
费义诊……以“三下乡”为主
题的大学生暑期实践是否仅
局限于这几种形式？“内容上，
基本围绕理论普及宣讲、国情
社情观察、依法治国宣讲、科

技支农帮扶、教育关爱服务、
文化艺术服务、爱心医疗服
务、美丽中国实践八个主题，
形式多种多样。”济南大学生
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团委书记
牛帆介绍，除了支教、调研，
还有很多与时俱进的活动，
比如，济南大学就有下乡义
诊、建筑修复、市容美化、帮助
自闭症儿童、协助农村销售农
产品等。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今年暑期社会实践主要前往
乡村地区开展义务墙绘、支教
助学、走访老党员、调研村情
民情等内容，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团总支田静介绍。

通过采访发现，几乎所有
的高校都会安排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与过去相比，现在的
社会实践活动很规范，虽然不
否认有部分活动‘假大空’，毕
竟让所有大学生都投入到社
会实践中很难。”省城一家高
校的辅导员介绍，不过，每个
学校都有重点扶持和打造的
队伍。今年校级立项、省级立
项、国家级立项成功的基本都
和改革开放40周年、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大学习大调研
大改进等相关。

牛帆表示，学生参与社会
实践，主要是受教育、长才
干、做贡献。目前全国高校，
包括济南大学在内，都在做
第二课堂成绩单，但社会实
践这一项更多的体现为成长
记录，而不是加分。只有在社
会实践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同
学才能拿到相关奖项，有加
分的机会。

两两天天画画了了6600平平米米，，大大学学生生为为村村庄庄““添添彩彩””
大学生暑期实践如火如荼，老师建议注重成长而非“加分”

正值暑假，各高校
组织的社会实践成为大
学 生 们 的 暑 期“ 必 修
课”。大学生们的暑期实
践都有哪些内容？如何
进行实践课程？近日，记
者在省城多所高校采访
时发现，大部分高校学
生的暑期实践为“三下
乡”活动，还有不少高校
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课
程进行自主实践。

济南大学生科学院学生下乡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济南7月29日讯(见
习记者 韩晓婉) 近日，暑
假刚刚开始而又略显静寂
的济南大学音乐学院忽然
热闹起来。30多个6-10岁
的儿童在家长陪伴下，涌进
学院的大院子里。“假期没
人看孩子，全在外边疯玩，
自从有了这个新市民子女
艺术课堂，孩子在这里学音

乐、学美术、学知识，既长本
事，又认识了好多小朋友，可
省心了”。进城务工的李女士
说。

据了解，济南市新市民
子女艺术课堂由济南市团委
和济南大学团委主办，济南
大学音乐学院和美术学院承
办。课堂设立7年以来，坚
持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提供

优质的艺术教育培训,让更
多新市民子女真正走进艺
术、热爱艺术、享受艺术。
受益学员累计570余人次，
志愿者累计参与270余人，
累计开设课程150余节。这
些年，不少小朋友在此学
习、成长，学生梁浩然今年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中师范
大学音乐表演专业。

新新市市民民女女子子艺艺术术课课堂堂开开课课了了
既学知识又长本事，暑假不再“疯玩”

日前，山东畜牧兽医职业
学 院 宠 物 养 护 与 驯 导 专 业
2 0 1 6级两岸合作班4 3名学生
圆满完成赴台研修顺利返校。
据悉，该校2017级33名学生将
于今年 9月继续赴台研修，实
现两岸合作办学项目年级间
赴台研修的“交汇对接”。

宠物养护与驯导专业是山
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在国内较

早开设的特色专业。为开阔学
生视野，提高实操能力，培养宠
业高端人才，经教育部批准，山
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与台湾大
仁科技大学自2015年合作开展
办学项目，自2016年起纳入全
国普通高校统招计划，迄今连
续招收两届学生。该项目2018
年继续安排60人招生计划，面向
全国高考生招生。 (王婷婷)

山山东东畜畜牧牧兽兽医医职职业业学学院院
两两岸岸合合作作育育宠宠业业英英才才

青青岛岛科科技技大大学学实实践践团团
赴赴临临沂沂进进行行环环保保调调研研

本报济南7月29日讯(记者
王小涵 通讯员 张琨 张杰)

近日，青岛科技大学环境与安
全工程学院7名师生组建赴沂河
流域“沂水春风”环境治理服
务实践团，开展暑期三下乡社
会调研活动。团队成员参观了
临沂市雪亮工程智慧环保分平
台，并对沂河水质监测布点现

状有了初步了解，了解到临沂
市为保护沂河水质生态所采取
的多项举措。采集现场，同学
们对水体pH值以及溶解氧等指
标进行现场检测。采样之行，
使得成员们走出课堂，将课本
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不仅增强
了成员们对专业基础知识的认
识，也大大提高了专业自信。

资讯

中中国国首首部部托托育育行行业业团团体体标标准准将将公公布布
选择托育机构将有依据

本报讯 (记者 张颖)
7 月 2 5 日 ， 记 者 从

MoreCare茂楷在北京召开
的 品 牌 焕 新 发 布 会 上 获
悉，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
MoreCare茂楷联合多家院
校、机构，起草了《全日
制婴幼儿托育机构服务规
范》和《全日制婴幼儿托
育机构服务评价指南》，
两项团体标准即将由中国
标准化协会制定发布。

目前，国内的托育服
务已经有较大规模的市场
需求和市场供给，但由于
行业管理、行业体系等不
完善和严重缺失，导致行

业发展良莠不齐，托育机
构 服 务 质 量 没 有 评 判 依
据。本次发布会介绍了两
大团体标准的主要内容，
今后，需要送孩子到托育
机构的家长有了更多筛选
机构的参考指标。《全日
制婴幼儿托育机构服务规
范》从关注婴幼儿身心健
康 发 展 出 发 ， 对 管 理 人
员、保育人员、空间设施、
日常照料、活动游戏等环节
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制
定了相关要求；《全日制婴
幼儿托育机构服务评价指
南》则是对如何组织科学地
对托育机构服务质量进行

评估做了指导。
中标标准技术研究所

所长孙一中表示：“该标准
的出台，将为消费者面对众
多托育机构难以抉择的情况
下提供参考，从而多方面督
促托育行业的发展，为托育
服务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
供支撑。”

MoreCare旗下的茂楷
婴童学苑在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武汉、济南
等国内一二线城市提供0-3
岁的全日制国际化教育，一
站式解决家庭在孩子日托、
早期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
的需求。

山山东东女女子子学学院院扬扬起起““爱爱之之翼翼””
本报讯 7月25日，山东女

子学院教育学院“爱之翼”文化
宣传服务团策划开展的“青春建
功立柱架梁·牵手成长助梦飞
翔”教育关爱活动结束。35名志
愿者分赴济南市市中区小庄小
学和济南市长清区万德镇马套
村，关爱留守儿童，帮助孤寡老
人，寻访幸福家庭，服务新农村

建设。
在市中区小庄小学，志愿者

针对儿童不同年龄段设计不同
教案，开展儿童剧、声乐、舞蹈、
美工、科学五门课程。在马套村，
志愿者们探寻马套的历史文化，
走进空巢老人的家，和老人们倾
心交谈，为老人们打扫卫生，开
垦庭院。 (王丛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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