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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专业零距离”第六期迎来软件学院，院长、系主任、青年教师齐上阵

软件定义美好世界

力求站在时代发展前沿

“示范性”“特色化”以及“国
际化”，崔立真院长用三个关键词
介绍山大软件学院。

“山大软件学院的诞生是和
我们国家软件产业的创新发展要
求密切相关，软件产业进行大规
模创新发展，首先必须要解决人
才培养的问题，山大软件学院应
运而生。”崔立真介绍说，2001年国
家成立了35所国家示范性软件学
院，山大是首批国家示范性软件学
院，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教
学内容、教学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探
索，并取得一定成绩。山大软件学
院自建院以来，为我国经济结构战
略性调整和软件产业发展急需的
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色化”是基于我国国情。
“自主研发软件产品需要更多高
端软件人才，国家要建设特色化
示范性软件学，山大软件学院选
择聚焦大型工业软件作为特色。”
崔立真说。

“国际化”即和世界接轨，“软
件使用工具、平台系统和世界各个
国家同步。”他表示，学院国际交流
与学术合作不断引领创新，现已与
欧美、澳及亚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30余家高校、研究所和跨国公司
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关
系。与美国哈佛大学、佐治亚理工
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等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的顶尖高校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跨
学科交叉研究，联合清华大学、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加拿大UBC发
起了以人工智能为纽带的多学科
交叉国际学术联盟——— 众智科学
与工程国际联盟等。

人才培养模式层层递进

山大软件学院实行的是“本科
专业+新工科实验班”的人才培养
体系，“重基础、强实践、引创新”。

侯孟波主任表示，山大软件
学院按照计算机大类招生，招收
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数学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三个本科专业，
其中软件工程、数学媒体技术为
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设有人
工智能国际创新班、网络空间安

全新工科创新试验班。人工智能
国际创新班入学后选拔，网络空
间安全大二选拔。山大软件学院
的专业均要求学生选考物理。

新生入学后举行新生研讨
课，邀请企业界和软件行业的一
些领军人物到课堂上介绍行业或
者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激发学
生的兴趣，开阔他们的视野。学生
在大一接受通识教育和专业的基
础教育后，通过培养兴趣，对各个
不同专业形成深入全面的认知。

为帮助学生进行生涯规划，
山大软件学院建立了全员、全方
位、全过程的“三全”育人体系。除
了辅导员体系,还有班主任体系，

“班主任会做一些学业指导，比如
怎么选课，这些课都讲什么，专业
的大概含义等等。”再深一层次就

是科研导师和产业导师，帮助学
生发现自己的兴趣，明确自己适
合深造还是去工作。

在软件学院，本科生进入实
验室做实验的机会也较多。毕业于
山大软件学院的青年教师罗昕分
享自己的在校经历，“我在大二下
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
研究组，这对我继续读研究生和博
士生影响很大。”他说，学院为学生
了解和接触科研提供了通畅的渠
道。据介绍，山大软件学院面向国
家战略、产教协同育人，提升创新
实践能力。与华为、腾讯、百度、浪
潮等国内互联网知名企业建立了
长期的稳定合作关系，拥有一支稳
定的高水平产业师资，提前接触实
际应用问题，感受一流的产业环
境，提升解决复杂问题和独立研究

能力，培养全球视野。

学软件工程类专业，数学基

础很重要

什么样的学生适合进入软件
学院学习呢？三位嘉宾都给出了
答案，总结为一句话：有数学基
础，对软件相关专业感兴趣，勇于
探索和创新，能吃苦耐劳，并且有
民族情怀和远大抱负。

进入山大软件学院学习主要
有三条路径：一是统招，招生专业
名称为“计算机类(软件数媒与大
数据)”。2020年山大软件学院在
省内统招位次大约是山东省六七
千名。二是提前批里的综合评价
招生，2020年有15个计划。第三个
路径是强基计划，“学生进入强基
计划数学专业后，按照3+1+X”模
式培养，到了“X”阶段，可以选择
软件学院的专业方向。此外，其他
专业同学入校后也可以转专业方
式进入软件学院学习。

山大软件学院毕业生的就业
去向如何？崔立真表示，山大软件
学院培养的学生会去各个领域
行业，除了软件公司，公务员、银
行、电力系统也都需要信息化。

“我觉得山大培养的人非常重视
基础以及软件的设计分析能力。
比如做软件公司的项目经理或
产品经理这样较高层次的软件技
术人员，他重
视系统化地设
计软件，并可
以带领团队去
攻 克 技 术 问
题。”

搭建平台 研训一体

济南历城区吹响名师资源共享集结号

便捷高效：

“约课-送课-上课”一键达成

“张老师，学生们一直回答不
出你想要的答案怎么办？”

“让孩子们尝试着说，说到点
上的时候，适时进行引导，让孩子
能自己体会出这个知识点。一堂课
的重点不是教师教了多少，而是学
生学了多少，课堂要以学生为主
体，让学生学习真实的发生。”

4月16日，济南市历城区虞山
路小学通过济南市历城区名师资
源共享暨送教送研管理平台邀请
了历城区文苑小学教师张静到
校，与年轻教师冯思远围绕一年
级数学课例《找规律》进行了“同
课异构”，课后年轻教师冯思远跟
张静老师请教起来。

济南市历城区虞山路小学校
长马居文介绍，因为是新建校，年
轻老师比较多，教育教学和管理
方面的经验不足，对名师来教研
的需求非常迫切。“借助历城区名
师资源共享暨送教送研管理平
台，我们非常方便地邀请了名师
到校进行同课异构，不仅解决了
学校教研不足的情况，也给年轻
教师提供了跟名师同课异构的展
示和学习机会，同时带动了我们
历城东部片区学校的联动教研。”

济南市历城区教研中心信息
技术科科长曹廷旭介绍，2018年10
月，历城区教研中心研发的“历城
区名师资源共享暨送教送研管理

平台”正式上线运营,是济南市首
个具象微管理平台,“以前的送教
送研模式有一定弊端：约课效率
低且难、送教送研活动辐射面小、
活动太多但人力有限……”一边
说着，曹廷旭用手机进行了演示，
登录平台后，可以根据小学、初
中、高中不同学段选择不同的老
师，依据显示出的名师课表进行
预约邀请，经过审核及名师同意
后即可到校送教上课。曹廷旭说，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平台可以
实现同步直播和回看点播，为更
多老师提供学习交流的渠道。”

研训一体

设名师资源库辐射带动发展

像张静这样的教学名师，目

前在历城区名师资源共享暨送教
送研平台里注册的已有800余人。
近年来，历城区教研中心不断梳
理区域内各种名师资源，分析每
位名师的教学专长和学术专长，
建立“老中青”层次清晰、学科领
域齐全的区域名师资源库。“保证
这些名师全部分配到区内六大片
区，每个片区都有各个学科的优
秀教师”，历城区教研中心主任贾
延芳说道。

2019年，历城区教研中心创
立了100个名师工作室，按照“研
训一体”原则，进一步细化分类教
师，精准定位名师属性，更好地服
务于区域共享体系。

2020年，历城区教研中心对
资源库里三个学段的教师进行了

再次评定，评出了“五星级教师”，
在平台资源库里作出标记，让“五
星级教师”率领本学科教师开展
研究和送课活动。

“区域名师资源共享体系的
构建研究，就是通过研究，建立以
学科名师资源为依托，以信息技
术为支撑，提供菜单式服务的区
域名师资源共享体系，实现名师
资源共享，促进名师自身发展和
区域内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贾
延芳说。

从“研训一体”入手，历城区
教研中心上下结合、双管齐下、
相向而行，让线上、线下真正联
动，做到了基于区域、区域实践、
服务区域，他们以研导训、以训
促研，这种活动方式的探索更具

针对性、适切性和操作性。目前，
该平台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专
利，是山东省首家也是唯一一
家名师资源共享的微管理平台
获得这一殊荣。该项目被山东
省教科院评为2020年教研特色
亮点项目，是济南市唯一入围的
区县。

贾延芳说，未来，历城区教研
中心将把历城区名师资源共享与

“名师课堂”建设、信息技术2 . 0
培训、两学一过关培训等同步推
进，为片区送教送研、片区教研创
建新范式。同时进一步提升平台
的名师资源数量和层次，让更多
省市名师加入平台名师库进行区
内共享，同时向区外延伸，服务更
多的地区和学校。

自2018年起，为了更好
地发挥区域名师作用，促进
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济
南市历城区教育教学研究中
心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创
立了“历城区名师资源共享
暨送教送研管理平台”，截至
目前，已初步实现了区内名
师送教送研全过程信息化、
智能化管理，让学校名师为
全区共享，让学生享受到更
优质的学习资源。日前，该平
台项目成功入选山东省教研
特色亮点项目。

“山大专业零
距离”迎来第六个
学院。4月 1 8日 1 5：
00，山东大学软件学
院院长崔立真、软
件工程系主任侯孟
波和学院青年教师
罗昕做客“老徐话
高招”直播间，全面
解读软件与社会生
活的密切关系，介
绍山大软件学院，
并解读招生政策。

山大软件学院院长崔立真(左二)、软件工程系主任侯孟波(右二)、青年教师罗

昕(右一)做客“老徐话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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