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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1月25日讯(记
者 张颖 见习记者 王昕
珂)日前发布的《国务院教育
督导办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
园)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
积极做好学校安全舆情应
对，加强教育舆情监测，及
时跟踪、分析舆情，做好与
媒体的有效沟通，掌握教育
舆情的主动权。积极运用微
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第
一时间发布准确信息，引导
舆论理性表达，适时公布事
故处置情况，及时回应社会
关切，营造良好舆论生态。

结合幼教新政，为提高
幼儿园舆情管理工作的前瞻
性、针对性和指导性，使幼
教工作者熟练运用好新媒体
提升教育教学工作，本报邀
请知名舆情管理专家、媒体
及学前教育业内专家组成讲
师团，为幼儿园园长及老师
们集中授课解惑，用丰富详
实的专业干货分享，使幼教
同仁掌握最新的舆情处置及
新媒体运用技能，深入领会

行业政策及发展方向，为日
常工作提供积极有效的指
导。

活动将面向济南市各公
办、民办幼儿园，培训名额
按照报名顺序先到先得。参
与培训的园长和老师都将获
得结业证书。活动时间为12
月1日-2日，地址在山东财
经大学舜耕校区金融学院报
告厅。可扫码下方二维码，
关注学前班儿微信公众号了
解活动详情及后续报道，同
时也欢迎有意向参与培训的
幼儿园咨询报名，一起来听
专家们的精彩分享。

活动咨询报名电话：
0531-85193136 8519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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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100多场职业
生涯规划讲座

从去年开始，齐鲁工业大
学(山东省科学院)招生办公室
副主任邓域，就开始马不停蹄
地走进全省各个中学，对高中
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
从去年10月到今年10月，一年
以来，邓域已经走进了100多所
高中。

在山东省新高考的引导
下，选考科目20个组合如何选
择，如何初步确定自己的职业
目标，是每个高中生面临的问
题。邓域发现，高中生面临的问
题，一是不知道如何选择，二是
没有专业的引导教师。

邓域从数据出发，为高中
生分析不同科目能报考的专业
统计占比，以及不同高校的不
同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帮助
学生渐渐对自己的生涯规划有
明确的认知。

“很多高中生对专业了解
停留在表面，比如土木工程就
是搬砖、环境工程就是打扫卫

生等。”邓域分析，曾经有数据
调查表明，假如让大学生重新
选择自己的专业，会有一半的
学生表示会选择别的专业。

邓域运用先进的理论研究
方法，让每个学生了解不同高
校的专业设置要求，同时也让
高中生在基于对自身了解的基
础上，选出适合自己的专业。

即使在相同的专业目录
下，不同的高校也有不同的特
点。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
院)开辟了“听教授讲专业”专
栏，学校的老师身体力行，为省
内高中生解读学校的专业情
况，更加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

用“领跑”理念，培
养拔尖人才

按照整合目标，新的齐鲁
工业大学，争取用10年左右的
时间，建成国内一流、国际上有
重要影响的应用研究型大学。
建设一流高校，优秀的生源质
量是关键。为此，新的齐鲁工大
加大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力
度，充分尊重个性，因材施教，

突出英才培养，吸引优秀生源。
学校首先确定举办“齐鲁

英才学堂”特色班，“齐鲁英才
学堂”以“领跑者”的理念建立
拔尖人才培养试验区，以“选”

“鉴”结合探索拔尖学生选拔方
式，以“一制三化”探索因材施
教模式，即导师制、个性化、小
班化、国际化，实现“成才率”和

“成大才率”高的目标。
当下，“人工智能”作为新

兴领域有巨大的人才缺口，新
的齐鲁工业大学举办独特的
“人工智能+”特色班，由理
学院牵头，实行小班制教学，
培养具备一定人工智能知识、
能力，又具备计算机技术类、
电子信息类专业能力的复合型
人才。

另外，应用化学国际班，
实行全英语教学，教材选用国
外一流大学高水平原版教材，
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本科生
经过前三年的语言和专业学
习，第四学年对学生进行留学、
考研、就业等分方向培养。

同时，利用科教融合的优
势，学校建立了所院一体的科

教融合学院，开办符合新科技、
新产业需要的专业，其中包括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以及能源与
动力工程学院。学院都是实行
小班制教学，“2+2”培养模
式，前两年学习基础课程和部
分专业课程，后两年在研究单
位学习专业课程并完成实习实
训、毕业设计(论文)等教学环
节。这些新型学院，将由所院
联合建设协同创新学术平台，
对学生实行学业和就业导师
制。

举办首届高中校
长论坛

近日，为延揽优质生源，不
少高校纷纷拿出新举措。11月
21日-22日，齐鲁工业大学(山
东省科学院)第一届高中校长
论坛举办。来自山东、河南、江
苏、广西等地四十余位高中校
长、部分市县教育局负责人参
加。

齐鲁工业大学与山东省科
学院实质融合一年多，据介绍，
学校围绕“12345”的总体发展

思路，发挥科教融合优势，打通
了国际研究生院出国读取硕博
士的通道。校(院)党委书记王
英龙表示，学校日益完善各领
域相互贯通的科教融合协同育
人新机制，各方面效益开始逐
步显现。通过此次论坛活动，搭
建起双方对话沟通与合作发展
的桥梁。

据了解，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院)将与各个高中
展开相应合作。山东省青州市
实验中学已经成为齐鲁工业大
学(山东省科学院)的首家“优
秀生源基地”，接下来，学校
将与更多高中共建优秀生源基
地。

另外，依托生物基材料与
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国
家超算济南中心、山东省分析
测试中心、工程训练中心、创业
学院、啤酒中心、陶瓷玻璃科学
艺术博物馆等科研和创新平
台，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
院)与各高中，就下一步共建优
秀生源基地、共办学科竞赛活
动、暑期游学实践等达成了初
步合作意向。

2017年5月，原齐鲁
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等优质教育科研资源成功
整合，新的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院 )组建完
毕，开启了“建设国内一
流、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
应用研究型大学”。一年
以来，齐鲁工业大学 (山
东省科学院)在人才培养
方面进行了诸多尝试，在
新高考的政策引导下，学
校走进省内高中进行生涯
规划指导，并举办首届高
中校长论坛，吸引优秀生
源。

本报记者 郭立伟

参会高中校长参观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报济南11月25日讯(记者
尹明亮 见习记者 王凯)

商周时期高度发展的礼乐文明
是怎样的？既为酒器，又为礼
器，“觚”和“爵”有何区别？还有
哪些形状与作用和不同的礼
器？11月25日，齐鲁晚报小记者
团来到山东博物馆，参加“器以
藏礼”主题研学活动，了解古代

“礼器”文化。
“礼器在材质上分为陶器、

青铜器等种类，它们具体的用
途也不同。”在“礼器”文化小课
堂的一开始，博物馆工作人员
介绍说。工作人员拿出了觚和
爵两种古代的“酒杯”，给小记
者们讲解它们形状和用途的不
同。“喇叭形的觚、三只脚的爵
都是古代的‘酒杯’，形状不同，
作为礼器却时常结伴出现。爵
的腹部是圆的，前端有出酒的
槽，后部有尖状的尾，下面有三
个锥状长足，而觚的器身较为
粗矮。”两种酒器在小记者们手
中传递着，老师则认真讲解着
两者之中藏着的“礼制”，向小

记者示范着爵的使用动作，小
记者也仿佛穿越到了青铜时
代。

“商周时期为了维护奴隶
制统治秩序制定了森严的礼
制。由于礼制的加强，一些用于
祭祀和宴饮的器物，被赋予特
殊的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这
就是所谓‘器以藏礼’。”在课堂
里讲完关于礼制的知识，博物
馆工作人员带着小记者来到夏
商周历史展馆，让小记者们亲
自去探索青铜时代。

小记者每人拿着一张任务
卡，开始了自己的青铜之旅，
尝试寻找任务卡上的“爵”、
“鼎”、“编钟”和“大玉
璧”等礼器。小记者们自由分
组组合后，拿着任务卡，根据
图片指示，在各种展品中寻觅
着带有不同象征意义的青铜
“礼器”。不一会儿同学们就
将任务卡上的任务全部完成
了。“商周时期，我国礼乐文
明高度发展，礼器与礼文化也
高度繁荣。”重新回到课堂

上，工作人员根据小记者们的
发现，继续讲解着古代礼制。
经过寻找与观察，同学们也对
礼器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
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链接

一起来当个小记者

报名参加齐鲁晚报小记者
团做一个小记者吧，齐鲁晚报
小记者团纳新进行中。在齐鲁
晚报小记者团 ,我们准备了丰
富多彩的研学实践以及职业体
验等活动，如“小记者上大学”
系列活动、“职业体验营”系列
活动、“小小科学家”系列活动、

“工厂大探秘”系列活动。
如想申请加入齐鲁晚报小

记者，您可以加入小记者QQ群
234540182，从qq群文件中下载
报 名 表 填 写 后 发 送 至 邮 箱
357751414@qq.com。您也可以拨
打 电 话 0 5 3 1 - 8 5 1 9 3 8 5 5 或
15969678226详询。

齐鲁晚报小记者走进山东博物馆

探探寻寻古古““酒酒杯杯””中中的的礼礼制制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发挥科教融合优势吸引优质生源

构构建建高高中中高高校校联联合合人人才才培培养养新新机机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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