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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新闻B04

本报烟台12月24日讯(记者
李楠楠) 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12月26日开考。12月
21日，记者从鲁东大学获悉，为给
考研冲刺的学子鼓劲加油，学校
专门为备考学子们精心准备了

“考研加油包”:“考研成功”文具
袋、“考研上岸”棒棒糖、“一研为
定”明信片和“考研必行”签字祝
福语。

寒意逼近，时间愈紧，在鲁大
有这样一群人：凛冽的风，吹不灭
他们内心的火；日光灯下，他们奋
斗不分昼夜，资料书前，他们执笔
永不停歇，与晨辉为伴书写逐梦
华章，在书海泛舟驶向心中理想，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鲁大
考研人！

清晨校园角落里琅琅的书
声，自习室里沉默专注的背影，星
月见证下匆匆追随的步履，图书
馆、宿舍、食堂三点一线的日常汇
聚成独一无二熠熠生辉的时光，

相信肯于埋头烟尘人间最终也定
能奔向星辰大海。

研路漫漫，充满荆棘与坎坷。
考研前一周鲁东大学为考研冲刺
学子送上了一份“考研加油礼
包”：

“考研成功”文具袋：你所有
的知识都将是你通往梦想的桥
梁，所有奋斗的青春，都会让你
如愿以偿抵达想去的远方，“考
研成功”文具袋愿能装进你的毕
生所学，助你在考场上下笔如有
神！

“考研上岸”棒棒糖：考研路
上有过多少辛酸，熬过多少夜晚，
100次想要放弃，101次重新开始，
“考研上岸”棒棒糖愿为你疲倦的
生活带来甜蜜，一定坚持住！苦尽
甘来的日子即将到来！

“一研为定”明信片：鲁大的
角角落落，都曾留下你的足迹，

“一研为定”明信片为你留下了鲁
大最美的风景，为你记录青葱岁

月，最珍贵的时光！
“考研必行”签字祝福语：图

书馆座无虚席，有你伏案书写埋
头苦读的模样，在这个见证你日
复一日努力的地方，“考研必行”
签字祝福语一句加油，一声鼓励，
简短的话语里，饱含真情。

据悉，这份暖心的小礼物是
由鲁东大学全媒体中心为考研学
子准备的，因礼物数量有限，中心
在各校区随机发放。

“礼物或许微不足道，但诚挚
的心意和祝福满满，只愿同学们
多一份踏实，加一份信心，在最后
的冲刺阶段里无所畏惧，心中仍
有力量，眼中仍有光芒，奔赴梦
想，无畏风霜！”鲁东大学党委宣
传部网络信息科科长、全媒体中
心指导老师都荣胜说：“愿同学们
满怀希望，所向披靡，当合上笔盖
的那一刻，会有着战士收刀入鞘
般的骄傲！祝同学们旗开得胜！我
们在这里，等待着你们凯旋！”

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2月26日开考

鲁大为考研冲刺学子送上“加油礼包”

让胶东红歌在大学校园里传唱起来
烟台大学举办胶东红色音乐传唱会

本报烟台12月24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亓健生)

近 日 ，“ 热 血 胶 东·红 色 育
人”——— 烟台大学胶东红色音乐
传唱会在校内韶乐厅上演。烟台
大学师生，共同享受了一堂生动
的、由音乐舞蹈学院师生精心创
作和演出的“音乐视听思政课”。

据悉，本场音乐传唱会是烟
台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张超老师
与学院师生在对胶东地区红歌
曲谱和文献资料广泛搜集整理，
并深入开展实地调查走访的基
础上创作排练而成的。2018年以
来，她们先后走访了莱州、栖霞、
龙口、莱阳、福山、海阳等多个县
市区，收集整理了近30首当年流
传在胶东大地的红色歌曲，找到
了14位能够唱出当年歌曲的老
人，他们中有参加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的老战士、老党员以及青
妇队长、妇救会长，年龄最大的
93岁，年龄最小的89岁。

传唱会分为“胶东抗战，英
雄辈出”“军民一心，参军拥军”

“文化扫盲，妇女解放”三个篇
章。传唱会中，主创人张超老师
深情讲述了她调研过程中的感
人故事，并与学生一起通过采访
录音、混声合唱、小合唱、舞蹈、
情景再现等多种形式，倾情演绎
了16首反映胶东抗战历史的歌
曲。《海阳的铁西瓜》《女英雄陈
桂香》《战斗英雄任常伦》等合唱
歌曲颂扬了胶东英雄儿女，饱含
着对党和祖国的深深热爱；《参
军光荣》《送子参军》等歌舞作品
生动再现了战争年代英雄儿女
们“自信初心洁，肝胆始无前”的
革命意志。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
谣，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让
现场观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看完这场演出，我的胸口
仿佛被重重敲了一记，重温红
色经典，感受那段历史，更能体
会到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

易。”来自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
院的本科生张凯表示。

参与了本场演出的音乐舞
蹈学院学生王炳辉说：“从歌词
的整理到细节的编排，我们排
练了整整两个月。在协助老师
整理资料时，我不但对胶东红
色文化有了更加全面系统的了
解，也让我不断思考如何把胶
东红色文化传唱好、演绎好。”

据烟台大学党委宣传部部

长于秀国介绍，本场胶东红色
音乐传唱会是“热血胶东·红色
育人”胶东红色文化与革命精
神传承与弘扬系列活动之一，
旨在立足并充分挖掘胶东丰富
的红色文化资源，以大学生宣
讲、红色音乐传唱、红色舞剧创
作及演出等生动方式，深入开
展“四史”与爱国主义教育，让
广大师生成为胶东红色文化与
革命精神的传承人与传播者。

烟台市在全省职业院校
教学能力大赛中喜获佳绩

日前，在山东省教育厅主办的
2020年山东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
力大赛中，烟台市教育局荣获优秀组
织奖，提报作品获中职组一等奖3件、
二等奖4件、三等奖3件，高职组一等奖
3件、二等奖4件、三等奖9件。

教学能力大赛重点考查教学团队
针对某门课程中部分教学内容完成教
学设计、实施课堂教学、评价目标达
成、进行反思改进的能力。以此推动职
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促进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升职业院校
教师教学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是对教师课堂
教学能力、教学效果的检阅，也能使教
师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近年来，烟
台市多次组织全市职业院校信息化教
学能力培训班，建立三级大赛机制，鼓
励全体教师广泛参与教师教学能力大
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提高教师信
息化教学能力。此次参赛，不仅展示了
烟台市教师的职业教育能力与信息化
教学水平，同时也必将进一步推动全
市职业院校内涵建设和改革发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
楠 通讯员 孙中璧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重点项目启动会在鲁大举行

近日，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重
点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相对贫困
地区推普教育培训实践》启动会在鲁
东大学学术中心笃行厅通过“现场会
议+网络视频会议”的方式举行。

会上，鲁东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亢世勇教授简要介绍了项目立项背景、
团队优势等基本情况，肯定了鲁东大学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姜岚教授团队
前期对接的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和甘
肃省临夏州中小学教师国家通用语言能
力在线提升培训工作所做出的成绩，并
指出要应积极协调资源做好基地建设工
作，将推普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有机结
合，为乡村振兴的实施打下坚实基础。

项目负责人姜岚教授介绍了项
目实施方案，对接下来要开展的中小
学生“云结对”、100个家庭培训、管理
骨干和优秀电商人才培训等工作进
行了详细规划。

与会的其他鲁东大学各单位领
导、老师也都为下一步如何配合开展
项目各项工作以及语言文字相关工
作做了发言。本次启动会进一步明确
了项目的总体规划和具体方案，为国
家语言文字推广教育重点项目的推
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
楠 通讯员 周琳 张广村

从管道学徒工到全国劳动模范！

烟台这位劳模回母校分享了“秘诀”
本报烟台12月24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原野 逯
珂珂) “知识改变命运，技能成
就人生”“一个人可以没有学历，
但不能没有学习的能力”这样朴
实却又铿锵有力的话语不时引
起师生的阵阵掌声……近日，烟
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邀请全国劳
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山东省劳动模范、齐鲁最美
职工、烟台中集来福士管装车间
班长杨德将回母校，为师生宣讲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现场，杨德将回忆了11月24
日在北京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经过，谈
了自己对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的理解。他说，这些精
神用更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能吃
苦、能奉献的精神，是许多年干
好一项工作的坚持。目前我们学
生缺乏的就是吃苦耐劳的精神、
创新的精神。人要有不服输的精
神，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干赢得别
人的尊重。同学们对自己要有清
晰的定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
么；要有尊师重道的精神，师父
才会乐意将技术传授给你。本分

干活是应当应分的，更关键的是
要有创新，要发挥好团队精神，
将工作完成得更出色。

杨德将回顾了自己从一名普
通管道学徒工做起，成长为一名
业务骨干的经历。从“我对梦想的
选择”“我对出身和自我价值的理
解”“家人、老师和同学”“我对自
己将来的憧憬”和“对责任的理
解”几个方面向师生分享了自己
的体会。“知识改变命运，技能成
就人生”“一个人可以没有学历，
但不能没有学习的能力”这样朴
实却又铿锵有力的话语不时引起
师生的阵阵掌声。

杨德将表示，小时候自己只
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像其他孩子
一样，承载了父母的期望，学习成
绩一般、天分一般，但是在技能院
校找到了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并
持续钻研，将有限的生活费节省
下来买学习资料，在技能精进的
道路上不断钻研。毕业后，他分配
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公司，从
学徒工做起，吃了不知多少苦，咬
牙啃下不知道多少技术难题，一
心扑在工作上，放弃了许多和家
人在一起的时间……正是这样

的付出成就了今天的自己。他希
望同学们以“英雄不问出处”鼓
励自己，相信自己的努力，不断
钻研，奋斗出自己的未来。

杨德将的报告带给师生很
大震动，师生们对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有了深入的
理解和体会。老师们表示，杨德
将的事迹激发自己投身教育改
革的热情。在工作中，要培育爱
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
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
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
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听取报告

的学生们表示，努力履行好自
己的职责，就会发现自己的价
值所在。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成
功就在自己的脚下，在自己每
天的努力中。要自觉在学习中、
工作中培养自己的三种精神、
责任意识，以杨德将为榜样，成
长为技能过硬的工匠。

为更好地弘扬工匠精神，传
承工匠之魂，烟台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聘任杨德将为学院“首席工
匠导师”，并为杨德将颁发“杰出
校友”荣誉证书。杨德将表示，将
尽己所能，邀请相关行业的技术
能手等来到学院开展宣讲，将学
院的品牌做大做强。

胶东红色音乐传唱会现场

宣讲会现场。

考研加油！鲁

大为冲刺学子送

上“祝福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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