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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毕业的李子飞、李
倩倩、李娜，目前都是山东锋
士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的物
联网应用软件开发工程师，
每人月薪都在8千元以上。他
们都毕业于淄博职业学院信
息工程系的物联网应用技术
专业。

该专业是淄博职业学院
信息工程系与济南华恒兴通
信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的校企
合作专业，自 2 0 1 3年开始招
生。企业分3年在淄博职业学
院投入100万元建设了物联网
实训室，并与学院共同承担
教学任务，目前已经培养了
200余名毕业生。

据该学院信息工程系副

主任查欣介绍，学院与企业
采取联合招生、共同培养的
方式，协同育人，校企合作专
业的教学任务由本学院内教
师和 企 业 技术人 员 共 同 承
担，教学质量高，理论与实践
结合紧密。学生赴企业进行
实习实训，参与的都是真实
的生产项目。同时，该学院还
将职业素养、创新创业和就
业指导贯穿于教学全过程，
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竞争
力和发展潜力。

据悉，目前该系校企共
建专业已经形成了以课程教
学为主，以咨询服务为辅的
教学模式。校企双方通过举
办各类讲座、创业讲坛、毕业
生座谈和学生社团活动等多
渠道进行政策咨询和就业、
创业指导服务，有效提升了

学生的综合素质。另外企业
还 可 以 通 过 他 们 的 战 略 联
盟，为同学们提供更多优质
就业的机会。这也就是李子
飞他们一毕业就能在企业担
当重任，并迅速成为技术骨
干的原因。

济南华恒兴通信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艳表示，公司与
学院合作的初衷是因为企业发
展迫切需要适合的技术人员，
从而以定向培养的方式来满
足自身需求。合作立足服务
本地、服务山东，目前毕业生
主要分布在济南、青岛、淄
博、烟台等地，几乎都在从事
物联网行业，专业对口率高，
为行业发展作出了贡献。随着
合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兄弟
单位也加入了进来。

与此同时，淄博职业学院

信息工程系还与联想(北京)集
团共建软件技术专业，与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南京第55研究所
共建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
现在校生100余人。通过校企共
建专业，该系切实承担起了高
端“云物”人才的培养任务。学
生多次在省经信委组织的山东
省物联网应用技能大赛中获得
一等奖，并在全国高职院校软
件测试技能竞赛、山东省高校
机器人大赛等重大赛事中获得
一等奖。

信息工程系学生韩康说：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可以
很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和技术，
还能及时了解行业发展和需求
变化的信息，可以更加有针对
性地去学习，在老师和来自企
业的专家共同指导下，快速成
长为对行业发展有用的人。”

淄淄博博职职业业学学院院校校企企共共建建 专专业业培培养养““云云物物””人人才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扎实推进省、市关工委
“两史”教育进校园活动，加强青
少年党史、国史教育，近日，沂源
县沂河源学校开展了“党史国史
进校园，红色基因代代传”主题
教育活动。该校通过组织召开

“两史”教育报告会、“两史”教
育主题班队会等方式，以重大
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主要
发展历程等为主要内容，向全
校学生宣讲党史、国史、团史、
队史，使“两史”教育融入课堂
教学主阵地。 (娄树鹏)

沂河源学校：

“两史”进课堂

健康体检活动 为保障师生
健康成长，近日，沂源县鲁村镇徐
家庄中心学校联合鲁村镇中心卫
生院为本校500多名学生进行了
一次体质健康常规体检。 (孙晓)

应用软件培训 近日，沂
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初中部在
多媒体教室举行“博学宝”教学
应用软件培训。推动教师们专
业化成长。 (东杰 王均升)

消防安全演练 为提高师
生遇到突发事件时的应变能力
和自救、自护能力。近日，沂源县
鲁山路幼儿园开展了消防应急
疏散演练活动。 (张宗叶)

师德宣誓活动 为激发教
师献身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近日，沂源四中组织全体教师举
行“立师德，铸师魂，献身讲台”师
德宣誓活动。 (翟乃文 刘士春)

为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
能力，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朱台镇中心小学实行“三诊
法”，以此实现教师的能力提
升和进步。一是以发现问题为
中心，指导教师“自诊”。加强
科学管理，成立专业团队，指
导教师围绕本人的教学教研
能力、方法、行为进行先期诊
断，从而在主观层面建立科学
施教意识，培养随时随地进行
反思的良好习惯。二是以解决
问题为重点，开展集中“会
诊”。丰富课堂教学研讨活
动。三是以实践反馈为中心，
鼓励教学“互诊”。建立多元
化的教育评价队伍。

(郭庆)

临淄区朱台镇中心小学：

“三诊法”精准提升教学能力

高青县木李学区中心小学：

情感教育引领真善美

近日 ,田镇学区党支部举
行本学区党员”固定党日”暨
换届选举活动 .学区47名党员
参会。活动分为两个部分：第
一部分是该学区的“固定活动
日”内容。以全体党员重温入
党誓词拉开帷幕 .接下来由学
区总支书记赵春娟上党课，带
领全体党员集体学习党员应知
应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及“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
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内容。第二部分是田镇学区党总
支换届选举。 (高玮 王芳)

高青县田镇学区党支部：

举行党员“固定党日”
暨换届选举活动

举行讲课比赛 近日，沂源
县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举行学
科带头人讲课比赛。在全园形成
帮、争、赶、超的氛围，提升教师
的自身素质。(李清娥 宋忠花)

乐写团队教研 近日，张
店区乐写团队《我最喜爱的玩
具》教研活动在杏园小学举行。
分为教师说课、讨论交流、活动
总结三部分。 (木木)

汇报省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沂源二中张国宝校长向淄博市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汇报省
文明校园创建工作。该校高度重
视文明校园创建。 (刘念华)

送教下乡 近日，淄川区实
验幼儿园选派教学成绩突出、经
验丰富的孙丽君、张迪、翟琳老师
到黑旺镇中心幼儿园，为孩子们
送上三节精彩活动课。 (马永群)

本报讯 近日，2018年山
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
组)“网络空间安全”比赛在淄
博市工业学校成功举行。此次
比赛共有来自全省13地市、经
过层层选拔的26名选手参加了
该项比赛。

本次比赛，淄博市工业学
校刘海林、张若童2名学生代表
淄博市参赛，经过激烈比拼，获

得“网络空间安全”赛项团体一
等奖第一名。

多年来，淄博市工业学校
高度注重专业建设，成立专业
建设指导委员会，聘请行业、企
业专家参与到专业建设中来，
建立了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以
专业建设带动技能教学，夯实
了技能教学基础。

(通讯员 刘强 袁红燕)

省省职职业业院院校校技技能能大大赛赛网网络络空空间间安安全全赛赛项项
在在淄淄博博市市工工业业学学校校举举行行

为培养学生“关心他人、尊
敬师长、体贴长辈”的高尚情感，
近期，木李学区中心小学开展了

“在感恩中成长”活动，旨在使学
生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该活动
主要按以下内容展开。一大主
题：在感恩中成长。两项教育：学
会感恩、学会回报。三个系列：说
感谢的话、写感激的文章、做感
恩的事情。四块结合：与日常教
育活动相结合，与学科教学内容
相结合，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与时代教育相结合。(刘玉功)

宝亮工作室成立 近日，
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宝亮
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县教研
室小学组部分领导出席了揭
牌仪式。 (张云霞)

《文明礼仪》伴成长 沂
源县荆山路小学研发《文明礼
仪》校本教材，让学生学有教
材，做有标准，伴随学生健康
快乐地成长。 (刘成学)

本报讯 山东省2018年度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推
评活动经过教师个人创课、市
级优课遴选、省级观课评课、公
示等，沂源二中刘言滢老师执
教的《<一剪梅>赏析》、张莉莉
老师执教的《经典阅读与微作
文》、窦龙帅老师执教的《影响
农业区位的因素分析——— 以

“沂源红”苹果为例》、席文彬老
师执教的《价值的创造与实
现》、崔现峰老师执教的《牛顿
第三定律》、李花刚老师执教的

《生命之美在于运动》6节课，在
本次推评活动中获评省级优
课，获奖数量极为喜人。

据悉，“一师一优课，一课
一名师”活动是教育部启动的
一项全国性的活动，于2014年
正式启动。活动以应用为导向，
以资源共享为纽带，以教师课
堂应用为中心，创新教育教学
模式和方法，推进教师对信息
技术的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
量，深入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

在此次活动中，该校领导
高度重视，教务处、电教科通力
合作、精心组织，广大教师积极
报名参赛，认真备课、研课、磨
课、“晒课”。

(刘念华)

沂源二中：

金金秋秋传传喜喜讯讯，，““优优课课””获获殊殊荣荣

读书节总结大会 近日，桓
台县实验中学举行第十八届校
园读书节诗文诵读展演暨表彰
总结大会，历时六个月的读书节
胜利闭幕。活动期间，该校开展了
现场书法比赛、现场作文大赛、经
典诵读会等传统活动项目；增设
了“国学小名士”经典知识竞赛、
校园诗词大会之古诗文诵读活
动等项目。(陈烨 罗冬 卢静)

为加强学校交通安全工
作，进一步提高师生交通安全
意识和自救能力，近日，西河镇
中心小学邀请淄川柳泉爱心车
队开展了“安全导航”交通安全
知识讲座。

讲座中，队员们通过PPT
的形式分别从认识交通信号
灯，乘坐校车注意事项等方面，
和同学们进行了面对面的讲
解，并结合近期发生的交通安
全事故，分析了交通安全事故发
生的原因和危害，告诉同学们
在日常的交通行为中如何走好
路、发生意外情况时如何更好
地保护自己，号召广大学生自觉
摒弃交通陋习，养成文明交通出
行习惯。 (王庆文 翟帅)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特殊
教育中心学校开展了每年一度
的“生存技能大展示”活动。本次
生存技能展示活动以学校编写
的生活教材的教学内容为主，每
班选取两个拿手项目进行现场
展示，活动按照从低年级到高年
级的顺序依次展开。低年级同学
展示了使用筷子夹豆子、叠毛巾、
穿脱衣服、鞋袜等。中年级的同
学展演了叠被子、择芹菜、擦桌

子、摆放餐具、收拾碗筷等家务
劳动技能。高年级同学展示了刷
鞋、擦皮鞋、蔬菜去皮及家常菜
烹饪等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学生
最基本的生活技能。旨在，给孩子
提供展示的舞台、提高自信心、体
验成就感，也是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能够激发更多家长的参与，家
校联手，激发同学们学习、掌握
生存技能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
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 (文静)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开开展展生生存存技技能能展展示示活活动动

淄川区西河中心小学：

“安全导航”助师生安全出行

为了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
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
素质”的新要求，近日，高青
三中利用升旗仪式举行“2018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
仪式”，积极营造全民终身学
习的氛围，并进行总体部署。努
力构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
学习型校园。

(樊武田)

高青三中：

开启“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为推动读书活动的深入开

展，提升书香校园建设的水平，
本学期，朱台镇高阳小学积极
开展了“一日三读”活动，即晨
诵、午读、睡前读。晨诵就是早
晨课前二十分钟诵读经典古诗
词；午读就是中午利用图书室、
阅览室、图书角等资源阅读自
己喜欢的报刊、图书等；睡前读
就是倡导学生与家长在睡前二
十分钟共同阅读书刊报，即亲
子阅读。旨在，让学生养成良好
的读书习惯，营造人人爱读书、
善读书的氛围。 (李安刚)

临淄区高阳小学：

一日三读 书香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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