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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未成年人素质教育基地小记者站揭牌

““红红领领巾巾小小记记者者站站””迎迎首首批批成成员员

本报记者 潘世金
实习生 徐丽环

年轻时发表多篇论文
入选二十一世纪人才库

1936年出生的侯启林今
年已经82岁，1961年于山东
交通专科学校(今山东交通
学院)毕业后便留校工作，30
多年来主要从事汽车专业的
教学和管理工作，多次被评
为“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
等称号。从年轻时，侯启林就
爱读书、爱思考，所写的论文

《成人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
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被收录
于《中国科教论文选》、《中国
新时期社会科学论文选粹》
等，侯启林本人也入选《二十
一世纪人才库》。

几十年来热爱学习、坚
持学习，侯启林已经将学习
作为每天生活的必修课。
1996年退休后，他找到了新
的学习方式：看报剪报，这一
坚持就是二十几年。

6日，记者走进侯启林老
先生的卧室，一排排剪报册
整齐地放在书柜中，书脊上
贴着序号。“我每天早上8点
半到10点、下午两点半到四
点的时间进行看报、剪报，有
时休息半小时后还会继续剪
报，每天都写一个总结，在这
个过程中感觉非常充实。”侯
启林说。

齐鲁晚报忠实粉丝
剪报册涉及20大类

作为齐鲁晚报的忠实粉
丝，侯启林表示剪报册的内
容多是从齐鲁晚报上剪下来
的。

“退休之前学校专门订
阅了齐鲁晚报，我每天都会
看。退休之后我特意订阅了
齐鲁晚报，齐鲁晚报讲的是
山东发生的大小事，还有今
日济南板块，读报让我对咱
济南有了更多了解。”侯启林
说，最初自己是读报纸，后来
就开始剪报、贴报，整理成
册。为了便于查找和阅读，还
建立了档案目录，有总序号、
分序号、分类内容和时间等，
并且会把每本册子的内容概
要写在封面上。

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寻
常百姓生活，厚厚的剪报册，
每一页都是侯启林用剪刀仔
细地裁开，精心粘贴在一起，
每本剪报册上都包上了书
皮，许多珍贵的资料展现在
眼前，让人感动不已。

20多年来，侯启林共整
理了综合类、政治类、科技
类、教育类等20大类；为了
方便阅读，他还特意整理了
红色记忆、亚洲杯等32类专
题档案。“现在看报、剪报已
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
会继续坚持下去。”侯启林
说。

十几年如一日
整理500多本剪报册

二十多年如一日的坚
持，侯启林关心国家大事，用
自己不懈的努力，将国家的
发展壮大、人民美好生活的
变迁等珍贵的历史资料保留
下来，建立了民间“档案馆”。
据老先生介绍，目前已经整
理了500余册。

山东交通学院党委曾在
学院为侯启林举办专题展
览，前来参观展览的人无不
交口称赞。不但热爱看报剪
报，侯启林还特别关注国家
大事和人民生活的变迁。作
为退休老支部的党总支副书
记，他不仅自己学习，还带动
其他党员学习。

在交谈中，侯启林经常
说，老了嘛，应该找一些事情
做，充实自己的生活，做到活
到老、学到老，老有所乐，老
有所为。

10月25日，侯启林获评
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并在天
桥区社区文化艺术节暨全
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
式上，获得了荣誉证书。“侯
启林老人人老心不老，他身
上心系国家、心系百姓的情
怀令人敬佩；这种几十年如
一日坚持学习的精神同样
值得年轻人学习。”天桥区
教育局职成教科科长侯桂
霞说。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潘
世金 通讯员 张小玢) 如
何让同学们具备跨学科整合的
能力，激发他们的思考、创造力
和批判精神，是适应当前国际
教育发展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
题。在济南外国语学校国际课
程中心的课堂，一种新型的教
学模式—PBL(Project-Based
Learning项目式学习)实现了跨
学科整合，让学生变成了课堂
上“最厉害”的人。

PBL是美国当前较为流行
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以及革
新传统教学观念的一种新理念，
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小组合
作学习，要求学生对真实性问
题要具备一定探究的能力。

济南外国语学校国际课程
中心AP项目英语教学组组长、
学校国际AP项目高三班主任
李娟老师展示了这样一堂课。
她节选了美国原版教材里的一
课：如何成功经营一家餐厅，所
学内容涉及到经济学知识，要

求学生具备简单的案例分析能
力，并结合数学、美术等学科知
识合作解决问题。

李娟设计了一个经营餐馆
失败的案例分析，要求学生在
阅读完案例后，小组合作分析
出经营失败的具体原因，并提
供针对每项问题的解决方案，
任务包括：精心制作PPT辅助
口语展示，合作制作一份既美
观又实用的精美菜单。

经过3天的认真准备，每个
小组都用PPT的形式展示了餐
馆经营不善的理由，比如地理位
置不好，装修没有风格，菜单设
计不够科学等，针对每一个问题
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每个小组10分钟的展示意犹未
尽，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令在
场的老师和同学们深受感染。

“让每一个学生享受自主学
习的过程，学会合作与分享，这
是我们教学的初衷，我们愿意尝
试并创新传统教学模式，和学生
一起感受课堂的活力。”李娟说。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李
飞) 7日上午，“济南市学生综
合实践基地暨市中区未成年人
素质教育基地小记者站”成立仪
式在市中区未成年人素质教育
基地举行。38位来自济南各媒体
的专业记者共同参加成立仪
式，并受聘成为“小记者导师”。

7日上午，在市中区未成年
人素质教育基地，济南育才中
学的30名学生以一身帅气的小
记者行头集体亮相，标志着他
们正式成为市中区未成年人素
质教育基地“红领巾小记者站”
的首批新成员。

启动仪式上，济南市教育
局副局长王诚和市中区教育局

副书记、副局长宫春共同为素
质教育基地小记者站揭牌。市
中区教育局还特意邀请了38位
媒体的专业记者，为他们颁发
聘书，聘为小记者站首批特聘

“小记者导师”。
“今天学当小记者，明天成

就大事业。”小记者站的成立，
对学生们来说是一种新的尝
试、新的学习。小记者站会进行
正规化、长期化、系统化的管
理，同时将邀请媒体记者作为
小记者的指导教师，组织小记
者进行定期培训、采风。

“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应该
具备哪些条件”、“如何写好一
篇消息”……现场，小记者代表

采访起“小记者导师”，上了一
堂新闻培训课。

“每当在电视里看到记者
们拿着话筒采访，在报纸上读
到记者们写的一篇篇新闻，我
就羡慕不已，梦想有一天自己
也能够成为一名‘无冕之王’。”
一名小记者说。

市中区未成年人素质教育
基地相关负责人表示，小记者站
成立后，将通过现场主持、采访、
配音等形式对小记者进行训练，
并积极地对接各电台、电视台、
平面媒体、新媒体等资源，力争
把小记者站打造成学生活动的
特色品牌，为素质教育基地再
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八八旬旬翁翁获获评评全全国国百百姓姓学学习习之之星星
坚持剪报20余年，整理成册超500本

济南外国语学校国际课程中心

让让学学生生成成为为课课堂堂上上““最最厉厉害害””的的人人

侯启林老人向记者展示自己整理的剪报册 记者 王媛 摄

现场，小记者向“导师”提问。通讯员 宋志峰 摄

俗话说“活
到老，学到老”，
8 2 岁 的 侯 启 林
是 这 样 说 的 也
是 这 样 做 的 。
1996年退休后，
侯 启 林 坚 持 二
十 多 年 如 一 日
的学习，每天读
报，通过用心的
剪贴、分类、装
订，整理成册五
百多本，建立了
属 于 自 己 的 民
间“档案馆”。10
月25日，侯启林
被 评 为 全 国 百
姓学习之星。

11月5日，来自山东省吕剧院的四十多名演职人员走进济南市
东方双语实验学校，为该校师生带来一场传统戏曲的视听享受。演
出结束后，同学们上台学习舞台动作。

本报记者 潘世金 通讯员 于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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