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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渠扶贫
党员师生各施绝技

从安丘市辉渠镇回到潍坊没
几天，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对
外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孙志辉脸
上总是挂着笑意。从2018年开始，
辉渠镇成为学校开展科技扶贫的
帮扶对象，已经有30多年党龄的
孙志辉去得最勤。去年秋天，学校
给辉渠镇落鸭石村草莓种植户们
免费配置了水肥一体机滴灌系
统，孙志辉此行从种植户那里得
到不少积极反馈。

“学校一直以来都在号召党
员师生服务社会，辉渠扶贫也为
每位党员教师发挥各自专长服务
群众提供了一个平台。”学校一位
负责人介绍。

三年时间里，学校先后向辉渠
镇捐赠了100台电脑，学校的党员
教师则针对乡镇各机关工作人员
以及村干部们开展起了电脑技术
培训，夏坡社区乡村书屋建起来
了，学校专门为辉渠最美天路制作
的VR也已经上线了……

在学校数字媒体系，党员教师
王海利所带团队针对辉渠农民需
求开发的“小区货郎”小程序已经
开始试用。“同样是草莓大棚，有的
农户孩子在城里，可将家里的草莓
直接销售到潍坊，一个大棚就可以
多卖一万多块钱。”王海利介绍，他
希望“小区货郎”能够成为辉渠每

个农产品种植户的“城里孩子”。
“三年时间里，学校一批批党

员师生响应学校党委的号召奔赴
辉渠，三年扶贫虽然即将结束，但
党员干部们对辉渠的牵挂和帮扶
不会结束。”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季昌武
介绍。

把人工智能+
带进更多企业

6月23日，在潍坊市齐鲁创智
园，潍坊翔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学文正在参加一堂山东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华为(山东)
ICT学院提供的培训。

“这一天课程下来，受到的启
发确实很多，从AR、VR到5G,来

自华为的专家详细介绍了最新科
技发展将给产业带来的改变，第
一次听到这么透彻的解读。”王学
文介绍，他也在这一天的课堂上
寻找着企业新的发展方向。

“希望我们的培训，能为山东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为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带来新的动
力，作为一名党员，能参与这个过
程，也是一种荣誉。”2019年，学校
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共建华为
(山东)ICT学院，郇涛也成为了
该项目的负责人。

“学校立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发展，聚焦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整合政府、院校、行业、企业
等多方资源，建设人工智能人才培
养培训中心、产业协同创新中心，
打造公共实验实训基地、技术研发

服务基地及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培
养新一代信息技术管理及应用人
才。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郇
涛介绍，华为(山东)ICT学院的培
训工作从2020年1月份正式开始，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还是陆续开
展了四期培训，王学文所参加的培
训已是第五期。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向好，
华为(山东)ICT学院的培训档期也
排得密集了起来，“未来，华为(山
东)ICT学院每年的培训目标为
3000人次，带给山东新一代技术行
业更新的技术技能培训。”郇涛说。

虚拟现实一流专业群建
设，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在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党员队伍以身示范，利用掌握的
技术服务企业、服务社会，其实并
不仅仅有华为(山东)ICT学院。

在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虚
拟现实实训基地，这个拥有15名
虚拟现实专业教师的党员团队依
托学校在省内领先的虚拟现实专
业群软硬件条件，同样为企业解
决着一个个技术难题。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职业
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在我们的
教师团队里，绝大多数都是党员，
党员师生积极为企事业单位开展
VR技术服务。”袁永美是山东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媒体系教学
副主任，也是学校虚拟现实专业
群建设负责人，盘点着团队通过
VR技术创新应用为企业解决的
技术难题，她不无自豪。

“这两年，我们为企业解决了
不少技术难题。”袁永美介绍，为了
帮哈工大机器人研究院(章丘)解
决机械臂模型优化后导入虚拟现
实平台使用的问题，团队中的党员
教师带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
技术攻坚，研究了一套新算法，解
决了企业原始机械模型优化难题。

学校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完
善现代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精神，牵
头成立了山东省虚拟现实职业教
育集团，“虚拟现实服务高端装备
制造公共实训基地”获批山东省
新旧动能转换行业(专项)公共实
训基地。学校正在努力将虚拟现
实专业群建设成为国家高水平专
业群，并全力服务山东省新旧动
能转换。

党建引领，做好社会服务大文章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用技术服务社会，党员师生以身示范带好头

“不忘初
心 ，牢 记 使
命”，在山东信
息职业技术学
院，学校以党
建为引领，充
分发挥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积
极服务社会，
为山东全面深
化改革任务落
实做着自己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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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山东师范大学心理
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陈光辉做
客“老徐话高招”，支招高考生及
其家长的考前心理调适。陈光辉
说，高考固然重要，但过高的期待
会造成强烈的焦虑感，反而会影
响考试发挥，最好的办法便是保
持平常心。

有家长在留言中表示，距离
高考越来越近，感觉孩子压力很
大，经常叹气，甚至害怕考砸了以

至于会复读。也有的家长表示，孩
子老担心自己发挥不好，对考试
十分恐惧。面对这种情况，家长该
怎样帮助孩子调整心态。

陈光辉解释说，高考是孩子
人生中第一件大事，适度紧张可
以理解，但过分紧张，说明孩子把
这件事看得太重。“内心越希望做
好，往往越紧张，越患得患失，这
样反而会出现一些不该有的失
误，成绩达不到预期。”陈光辉表
示，心理学研究发现，过高的期待
会造成强烈的焦虑感，从而影响
考试发挥。“这种时候最好的做法

就是降低期望值，保持平常心。”
他说，不要强求完美甚至是超常
发挥。保持情绪稳定，能发挥出正
常水平就是最好的结果。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家长们
的焦虑一点儿也不比孩子差。有的
家长甚至焦虑到不知道该怎样和
孩子沟通，不知怎么跟孩子说话才
不会刺激到他，才不会给孩子压
力。对此，陈光辉的建议同样是“平
常心”。他不建议家长跟孩子说“只
要你努力了，考不好我们也不怪
你”这样的话，他认为这样对孩子
是一种消极暗示，对有些孩子来说

会认为家长不信任自己。
他还建议家长不要总是问孩

子“复习的咋样了”。“这个问题孩
子没法回答你，因为没有人是‘复
习完了’才去考试的。”陈光辉说，
如果孩子实事求是地回答，反而
会强化自己内心的不安，会增加
自己的压力。

此外，陈光辉建议家长学会
放松自己，不要一天到晚围着孩
子转。对考生而言，保证睡眠时间
和作息有规律，学习中注意劳逸
结合。如果孩子感觉到内心焦虑，
学习没有效率，应当提醒孩子适

当休息，“找到适合自己的放松方
式。”有家长询问孩子想绣十字
绣，会不会太浪费时间，陈光辉表
示，这恰恰是孩子的一种放松方
式，家长不必过分担心。

国际教育多元化理念日
益凸显

随着家长对孩子教育重视

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对
孩子的培养理念日趋多元化，越
来越面向全球视野。此外，世界
各国的经济文化融合、国际教育
资源的开放、国内教育服务行业
的发展，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
也为中国学生提供了更加多元
的教育体系上的选择，也为更多
普通家庭的孩子创造了读取世
界顶尖名校的机会。

“考虑到现在周围很多家长
都在为孩子寻找更适合自己的
成长之路，开发孩子潜质，获得
更适合自己的人生规划，我也想
让孩子去接受一些不一样的教

育课程体系，不仅可以开拓视
野、转变思维方式，更能锻炼自
主能力，发挥自身优势。”一位
孩子即将中考的家长对记者说，
每每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又考
取了哪所顶尖名校，分分钟觉得
羡慕不已，如何才能挖掘孩子的
潜质，充分帮助孩子发挥他更擅
长的某个领域，从而在人生规划
中获得方向，哪些国际课程体系
更适合自家孩子？越来越多的家
长更加理智的选择孩子的成长
之路，寻求更加适合孩子的升学
方案。

数十所国际教育机构现
场答疑

国际高中现在都有哪些课
程体系？如何在国内接受全球视

野的国际教育，语言方面的培
养，又有哪些新的借鉴？为一站
式帮考生和家长答疑，7月 1 1
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将在济
南鲁能贵和洲际酒店启幕，目前
济南外国语学校国际课程中心、
山师附中国际班，济南修文外国
语学校，济南托马斯国际学校，
青岛墨尔文中学，青岛西海岸新
区威德明特双语学校，博格思加
州分校，青岛培诺留学，金吉列
留学，新东方前途出国，环球教
育等数十家国际教育机构计划
参展，提供现场升学规划、背景
提升、语言预科等备受关注的国
际教育相关服务。

记者了解到，齐鲁晚报自
2007年开始举办山东国际教育
展，至今已成功举办37届。经过
13年的市场打磨，山东国际教

育展已经在省内外有了广泛的
知名度和良好口碑。在前37届国
际教育展上，有近百所国外院校
报名参展，近两万名学子及其家
长参会。由齐鲁晚报举办的山东
国际教育展现已发展为省内规
模大、影响广、内容全、口碑好、
人气足的成熟展会。

本次展会集小初高、本科及
研究生国际教育、留学咨询、国
际预科、海外课程、语言培训等
类别为一体，是规模盛大的国际
教育展会。展会时间定于7月11
日9点—15点，地点在济南鲁能
贵和洲际酒店六层(济南市历下
区天地坛街3号)。

如果你有了解国际教育方
面的需求，不妨来第38届山东国
际教育展现场问问看。

山师心理专家做客“老徐话高招”，支招考前心理调适

降低期望值，保持平常心

第38届山东国际教育展七月启幕
数十家国际教育机构参展，带您了解不一样的成长之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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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
及教育理念的不断转变，越来
越多的中国家长选择让孩子
接受全球视野的国际课程体
系教育。无论就读海外高等学
府还是在国内接受全球优质
教育，了解多元化教育体系的
需求日益凸显。

为了给家长带来了解国
际教育的窗口，面对面聆听校
方招生代表的官方政策解读，
7月11日，由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主办的第38届山东国际教育
展，将在济南鲁能贵和洲际酒
店启幕。届时，考生和家长可
一站式了解“别人家的孩子”
如何考进世界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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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志愿者在辉渠镇的小学里进行义务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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