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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为落
实“双减”政策，丰富学生
线上学习生活，牟平区姜
格庄中学举办了课桌舞
学习活动赛。

每个大课间，同学们
通过网络收看青年教师
曲高君的课桌舞《最好的
舞台》，他们跟随动感的
音乐舞动双臂、摇晃身
体，疲惫的身子和紧绷的
大脑在一段妙趣横生的

“课桌舞”中得到舒展和
放松。“课桌舞”一结束，
他们带着愉快的心情投
入到学习中来，激情和快
乐充满着课堂。
通讯员 于英 杨卫防 摄

牟平区姜格庄中学：

大课间里摇起课桌舞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孔宪东）5月4日上
午，鲁东大学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

仪式上，学校党委书记徐东
升带领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党领
导下中国青年运动的百年历程，
重温了90余年来鲁大青年勇担
历史使命、接续奋进新征程的责
任担当，代表学校党委向新团员
表示祝贺。他号召全体青年铭记
这个庄严的时刻，牢记党的教诲，
立志民族复兴，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做“两个
确立”的坚定信仰者、忠诚捍卫
者和积极践行者，不负韶华，不负
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的赛道上
奋力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
最好成绩。

100名新团员纷纷接过团员
证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
程》，佩戴上光荣的团徽。他们在
团旗下庄严宣誓，聆听《团章》中
有关团员义务和权利的条款，在
《光荣啊中国共青团》的歌声中完
成这项意义非凡的入团流程。

鲁东大学：

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

本报讯(YMG 全 媒 体 记 者
张苹 通讯员 杨业红 摄影报道)
为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
和五四青年节，进一步弘扬“爱
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
神，在兼顾疫情防控的同时，烟
台城乡建设学校部分留校封闭
师生利用“五一”假期开展了系
列主题活动。

学前教育专业部举办了“新
时代，我们要追这样的星”庆祝
建团 100 周年线上主题团日活
动，通过线上、线下共同结合的

方式，一起观看学习黄旭华院
士、袁隆平院士、张桂梅校长等
一大批国之栋梁的英雄事迹。
机电技术专业部的同学们绘制
了以“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为主题的手抄报、黑板报，庆祝
五四青年节，传递激昂向上的精
神风貌；在校师生齐心协力，打
扫、美化班级，通过劳动实践学会
清理、整顿、收纳、整理等技能技
巧，打造“最美教室”，用实际行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
聚气，成长成才。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

开展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

昨日，山东省烟台护士学校政工科
科长鞠秋芳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天
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
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配图是
辛志超老师正在精心书写毛主席诗作
《七律二首·送瘟神》，以书法艺术的形
式鼓励全体师生坚定信心，坚持不懈，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萤烛末光，增辉日月；尘埃之微，
补益山海。”2022年的春天，是山东省
烟台护士学校迁入新址的第一个春天，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疫”中，这些未
来的白衣战士正苦练本领，时刻准备着
上“战场”。在这些看不到校外樱花的
特殊日子里，每个人正用实际行动在校
园内催开一朵朵文明之花。

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博爱济生博爱济生，，山东省烟台护士学校荣膺山东省烟台护士学校荣膺““第三届山东省文明校园第三届山东省文明校园””————

天使的力量
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员 初丽萍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杨萌 摄影报道）近
日，高新区实验小学开展了“致敬
劳动者，争做好少年”主题系列活
动，在劳动中培养实践精神，向劳
动者致敬。

活动中，各班级举行“向劳动
者致敬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班队
会，由辅导员向队员们讲解劳动
节的由来和意义，普及各类社会
职业和工作内容，让队员们理解

“幸福生活离不开各岗位人员的
辛勤劳动”。

同时，学校以“奇思巧拼，

‘果’然精彩”为主题，开展创意水
果拼盘劳动技能比赛，旨在通过
切、拼、摆等形式的技能比拼，培
养学生热爱劳动、创新求异的精
神，让孩子们在展示手艺的同时
得到锻炼和成长。

除此之外，“五一”期间，学校
组织学生开展了快乐做家务活
动。在刷碗、拖地、整理房间等家
务劳动中，让孩子们学会感恩，增
进亲子关系。孩子们用手中的工
具用实际行动描绘出一幅幅节日
的画卷，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未来的憧憬。

高新区实验小学：

在劳动中培养实践精神

近日，烟台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作品
《小店虽小，风景甚好——“双循环”战略
背景下的小店经济“微循环”活力研究》斩
获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终审决赛特等奖，创造了
烟台大学学生参加“挑战杯”全国竞赛的
历史最好成绩，站上了当代大学生科技创
新“奥林匹克”盛会的最高领奖台。

疫情给予灵感，大学生成
立团队探索“小店经济”

据悉，“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是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上全国
大学生三大综合性赛事之一，被誉为当代
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奥林匹克”盛会。在
本届“挑战杯”赛事中，共有来自全国264
所高校的1500余件作品参加终审答辩，
评审委员会就内地高校作品评出特等奖
49件，山东高校只有3件作品获此殊荣，
烟台大学就是其中一员。

究其作品思路，记者从参赛团队的备

赛经历中找到了答案。疫情之下，国家提
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
要来源，是人间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
中国的生机。”于是，烟台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学生团队抓住这一“热点”，开始探索

“小店经济”。
2020年，烟台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学

生们正式组队，成立“小店”团队，开启“小
店调研之旅”。通过500多个日夜、走访
26座城市、调研325家小店，调研总人数
达967人、有效问卷823份，并完成了3.2
万字的访谈记录……在历经了近2年的假
期调研后，“小店”团队分析总结出了影响
小店经济的因素和指标，构建起小店经济
活力评价体系。为第十七届“挑战杯”山
东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做好
了最充足的准备。

备赛两年，师生共同发力
托举团队站上领奖台

国赛决赛通知发布后，团队成员几乎

以办公室为家，每一天都待在一起，从图
书馆借来的书一摞又一摞地摆在他们面
前，但凡是和项目内容沾点边的书一本都
不放过。每次听指导老师和专家的意见
时，他们都会用手机录音，组队反复研究，
一点一点地把问题解决。对待作品更是
精益求精。采访时，团队成员、经济管理
学院学生桑志高拿出了他们的秘密武器
——问题集，这里集纳了一百多个问题，
都是老师、同学甚至家长在听完他们的答
辩后提出的疑问，团队的每一个成员几乎
都能做到从第一个问题到最后一个问题
对答如流。

如果说学生的努力是“向上生长”，那
么老师的指导就是“向下扎根”。对于本
科生而言，才刚刚踏上科研的道路，学术
理论体系尚未健全，知识储备相对不足，
理解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还需要指导老
师的引导和培育。当谈及“挑战杯”竞赛
指导经验时，第十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和二等
奖作品的第一指导教师、经济管理学院教
授崔占峰老师如是说。

崔占峰常说：“做人不能斤斤计较，但
做学问要咬文嚼字。”在备赛过程中，他要
求团队成员不能做“蜻蜓点水”的表面功
夫，必须要潜下心来，时刻保持问题意识，
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他把学术研究看作
是十分严肃的事，“思路清晰”“逻辑严密”

“语言准确”就是他的真实写照，而正是这
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每
一位学生。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崔占峰被邀请去
某单位当评委，为参赛选手现场答辩打分，
参赛人员采取了“两人对话”形式，一问一
答，非常自然地“演绎”了一年的工作概况，
正是这次经历给了崔占峰启发：“这场答辩
会启发了我，我们的作品完全可以大胆突
破，创新一种新的答辩手法。”回到学校，
他立刻联系学生修改答辩稿，推翻之前的
答辩思路，打破传统的单人叙述模式，用

“小剧场”的形式让答辩同学们将调研过
程、研究成果与项目前景生动地“演”给评
委。事实证明，尝试非常成功。“小店”团
队在他的指导下，站上了“当代大学生科
技创新‘奥林匹克’盛会”的最高领奖台。

探索疫情下的“小店经济”
烟大学生站上大学生科创“奥林匹克”盛会领奖台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高珊

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学校心理咨询室
比平日里忙了许多。为了疏导学生因封闭管
理产生的不良情绪，数位心理老师轮流上阵，
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设立心理热线，定
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全校自上而下形成
了一个心理健康教育促进网络体系。

采访中，记者获悉，学校在全景育人的基础
上，深入开展师德师风教育活动，推进三全育人
的探索与实践。坚持组织每日开展素质课堂、
每周升国旗和班会、每月标兵表彰和主题班
会。先后开设生命教育、责任担当教育、爱国教
育、安全教育、身体健康教育、网络教育、学习求
知教育、日常习惯养成教育、职业教育、思想道
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11大类主题教育素质课
堂，召开思想道德类、疫情防控类、心理健康类、
安全健康类等系列主题班会。长期致力于对特
殊学生群体的关爱制度，每年深入建档立卡贫
困生家中进行走访慰问，助力帮扶学生成长。

有一种爱会传递，这就是志愿服务。它如
同一粒种子，在文明春风的吹拂下，在校内外发
芽开花。

目前学校有“护心向党 天使启航”党员服
务队及“青春健康教育志愿团队”“中国南丁格
尔志愿护理分队”“共青团学雷锋志愿者协会”

“防肺结核志愿服务队及防艾滋病志愿者服务
队”“‘红色爱心之家’无偿献血志愿者烟台护士
学校分队”等，共有志愿者900余人。谈起为群
众办实事的志愿服务，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刘明
连如数家珍。

志愿者服务工作能不能做好，关键看青年
主导作用能不能发挥好。鉴于此，学校建立健
全志愿者组织。多年来，师生进乡村、社区、学
校、企业等开展公益讲座、志愿服务，受益群众
约3万余人次。先后荣获“烟台市包村工作先进
单位”“市学雷锋最佳志愿服务项目”“芝罘区双
报到优秀服务团队”等荣誉。2021年，学校成立
了烟台市首个中职学校红十字会——山东省烟
台护士学校红十字会，并同时成立“山东省烟台
护士学校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获“全
国红十字模范单位”，多次荣获“市红十字优秀
志愿服务组织”。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护理专业
毕业生“一生难求”的现状让烟台护士学校深感
责任重大。

多年来，烟台护士学校坚持“增特色、强内
涵、创品牌”的工作思路，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教
育方式，护士执业资格考试通过率连续两年
99.5%；“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通过率连续两
年100%；1+X老年照护和失智老年人照护培训
考评通过率100%，为烟台市医疗卫生事业和健
康服务业发展培养了大批德技双修的专业技能
人才，深受各大医院及其他用人单位的青睐，防
疫一线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

“这几年来，都是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
毕业季未到，即将毕业的优秀学子早已成为‘香
饽饽’，被用人单位抢订一空。”刘明连表示，作
为一所老牌护理专业职业院校，今后，学校将积
极融入构建“1+233”工作体系和“12355”中心
城区建设格局，办“学生满意、家长满意、社会满
意”的职业教育。(本文配图均为资料片。)

师者匠心师者匠心
坚持三全育人坚持三全育人

本报讯(YMG 全 媒 体 记 者
王军华 通讯员 姜伟)近日，龙口
学校小学部举行了“一枚小小书
签，穿梭浩瀚书海”的书签制作大
赛活动。

活动中，同学们兴趣浓厚，充
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艺术才
能，用心设计，精心制作，在各色
卡纸上，绘制精美图案并剪成各
种有趣的书签，摘抄体会最深的
名言警句、古诗词、读书方法等来
提醒自己要时时与书为伴……一
枚枚小小的书签以种种灵巧的形

式展现在师生面前，充满了奇思
妙想。深受同学们喜爱的机器
猫，一只会跳动的小青蛙，形态各
异的花朵，中国传统文化及美食，
连憨态可掬的胖墩墩也来助兴。
这一枚枚小小的书签俨然成了一
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这是同学们
阅读留下的记号，也是同学们一
路学习、成长的足迹。

这次书签制作大赛受到了同
学们的热烈欢迎，活动激发了阅
读兴趣，激励同学们在活动中阅
读，在阅读中成长。

龙口学校小学部：

书签制作激发阅读兴趣

绘制精美的黑板报绘制精美的黑板报。。

同心一致，共克时艰！这八个字说起来容
易，真正要落到实处，究竟有多难，只有经历过
封校的师生才理解。

学生封闭管理，陪伴他们的是舍下家中年
幼子女和年迈老人的老师。没有人有怨言，他
们把所有的爱与精力倾注到学生身上，照顾日
常起居，丰富文娱生活，关注心理健康……在
相对封闭的校园中，学生制作防疫视频加强防
控知识宣传；自制生日小蛋糕为同学庆生来放
松心情；师生一起打篮球、跳绳来增强体质。
这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也用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严谨笃学、博爱济生”的校训。

“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这是学
生科科长孙红英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在她眼
中，每一个学生都是上天派来的白衣天使，是他
们金子般的一言一行浸润着这片沃土，也是学
校捧回“第三届山东省文明校园”荣誉牌匾的根
本所在。

从幸福路36号，到四马路56号，全景育人，
厚植家国情怀的教育理念始终未变。

如今的学校，楼宇之间，古朴典雅的楹联墨
香幽蕴；办公楼中，榜样人物、英雄楷模举目可
见；教学楼中，传统文化、名言警语抬头可观；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史文化墙、榜样文化墙等
遍布校园，全景育人氛围浓厚。这种时时育人、
处处育人、事事育人的理念，无一不彰显着山东
省文明校园和文明单位的内涵与底蕴，实现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副校长王为民告诉记者，思政教学是
学校铸魂育人的“第一课程”，深化学校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实现思政育人与专业育人同向同
行，一直是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去年以来，学
校结合百年党史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各类
课程教学，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着力培养有社会责任、有创新精神、有专业
知识、有实践能力、有健康身心的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构建起以学生为

中心的大思政教育格局。

文明沃土育天使文明沃土育天使
深耕厚植谱新篇深耕厚植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