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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基础：
构建完善的课程体系

科创课程是基础，激发兴趣
重探究。

济南市汇泉小学校长、党支
部书记王燕介绍，根据不同年级
学生的特点，按照低年级、中年
级、高年级三个阶段，学校研究
开发了相对应的科技创新课程。

其中，一二年级以“科技创
新教育益智器具课”为内容，让
学生在玩中学，培养他们的创新
意识，种下一颗创新的种子。

三四年级以自主研发的校本
课程《科技与创新》为内容，通过

“中国古代发明、科技改变世界、
有趣的发明与发现、现代科技推
动人类发展、发明家的故事”五大
主题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强化学生的创新思维。

五六年级则以山东省发明
协会陈明泉教授编写的《创意与
发明》教材为内容，融入“科技创
新小实验课程”，让学生在实践
中培养科学精神和探究能力。

围绕科技创意与创新，学校还
设立“小颗粒微积木”“百变滴胶”

“巧手俱乐部”等选修课内容，侧重
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进一步

拓展科技创新教育的学习空间。
王燕说：“学校希望通过寓

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们爱上科
技、爱上创造，更好地推动科技创
新活动的发展，提高学生们的科
技素养和实践能力。同时，每年学
校还会根据学生的反馈情况、科
技发展情况等，与时俱进对教材
进行修订，保证学生们能接触到
最符合实际的科创教育。”

强措施：
组织多样创新实践活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在完善的课程体系基础
上，济南市汇泉小学组织了丰富
多样的创新实践活动，让学生们
的小手动起来，脑子转起来。

2017年学校成立了“红领巾
创新银行”，专门收集学生的创
意，同时制作了“创新币”激励学
生广泛参与。这项创意活动被中
科院专家认可，还曾被《少儿科
技》杂志在首篇刊载。每学期，学
校都会收到几百份学生创意。

除此之外，科技创新社团、
校园科技节、科技研学、科普游
戏等等一系列活动，将学生们的
生活充实起来。今年的校园科技

节上，环保材料时装秀、“无敌风
火轮”、亲子搭桥等一系列活动，
让学生和家长们忙得不亦乐乎。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实
践活动中有一项叫做“寻找生
活中的不完美”。学校科技辅导
员郭建波介绍，“都说要具备发
现美的眼睛，在我们学校是要
寻找不完美！比如让学生们观
察我们的学习用品、家居用品
有没有需要改进的，这就可以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再到解决问
题的能力，同时也能激发他们
的创新潜力。”

自2013年学校开设科技教
育以来，收到了学生和家长们的
热烈支持。小琦同学的妈妈说，
因为想要了解更多科技创新知
识，孩子变得爱阅读了，平时也
爱参加各类实践活动，跟同学们
的沟通交流也增加了，还激发了
创造思维，增强了动手能力。课
程非常棒，家长们非常支持。

结硕果：
全员科创育人成品牌

“山东省少年儿童科技发明
教育基地、济南市首届中小学教
学品牌，学生获得国家专利23
项，全国、省、市级科技创新创意
获奖273项……”济南市汇泉小
学的科创育人硕果累累。

王燕说，科技创新不仅仅是

围绕“科学”这一主题，它与其他
学科有很好的融合。“比如我们今
年的校园科技节主题是桥，学生
们在提交作品时有文字述评，有
图画说明，有的还上交制作成品。
这一个活动就与语文、数学、美
术、综合实践等都结合起来了。”

为了保证每个老师都能引
导学生进行科技创新，济南市汇
泉小学组成了“科技辅导员+班
主任+年轻老师”的科技创新研
究团队，就如何在自己的学科领
域推进创新进行讨论交流；同
时，学校还不定期邀请创新教育
的专家、学者走进学校，提升老
师们的创新教育能力。

立德树人，科创先行。济南
市汇泉小学的学子们不仅在科
创教育中增强了科学思维、动手
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学校的
一系列主题活动，在爱国教育、
社会责任、求真求实等方面也有
了长足的进步。

“要充分呵护小学生的好奇
心，一步步引导他们对科学的喜
爱、实践、探索，从而培养他们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与时俱进的
科技创新教育成为孩子们创新
思维萌发的肥沃土壤。”王燕说，
学校的科创教育不一定要求孩
子个个走科研之路，但需要他们
给他们种下一颗科技创新的种
子，将来孩子们可以用创新精神、
科技思维去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创不尽的美好未来

济南市汇泉小学立德树人 科创先行
小学生搞发明创造？还有很多专利？这在很多人听来是不可思议的。在济南市汇泉小学，小学生们个个爱发明、爱创造造！以科

技驱动，以创新引领，济南市汇泉小学积极探索“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理论+实践”的多渠道立体式德育模式，让每一个生命
个体的优势潜能得到充分挖掘和发展，为未来选择奠基。

济南市面向全国引进100名高层次教育人才
住房补贴最高80万，报名截至2021年1月4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潘世金

引进100名教育人才
报名截至2021年1月4日

济南市面向全国公开引进
的100名优秀高层次教育人才
中，济南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招
聘岗位80名，含初级中学、普
通高中、中职学校校长各2名，
优秀教师74名。区县教体局所
属学校招聘优秀校长20名，具
体引进岗位、数量、标准、程
序、待遇等情况由各区县教体
局另行发布公告。

此次招聘采取网上报名的
方式进行，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1年1月4日24时。报考人员
可登录济南市教育局网站或引
进人才学校网站下载《2021年
济南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引进优
秀高层次教育人才报名表》，
按要求规范填写，“贴照片
处”上传电子照片，并在指定
位置签字确认，内容要真实准
确。应聘人员将所需报名审查
材料按要求发送至济南市教育
局或引进人才学校指定邮箱进
行报名。每位应聘人员只能选
报一个岗位。

校长岗位条件要求为省市
级领航示范学校校长、省市级
名校长，其他办学实绩突出的
校长，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
(1975年12月23日后出生)。

教师岗位条件要求为省级
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
养对象；省级及以上名师工作
室主持人，且教育教学实绩得
到同行高度认可；省特级教
师；正高级教师且教育教学实
绩得到同行高度认可；其他有
突出业绩的省市级名师。

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
术职务资格；具有博士研究生
学历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可
放宽到中级。具有博士研究生
学历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
格的，年龄一般不超过50周岁
( 1 9 7 0年1 2月2 3日后出生 )。
特别优秀者年龄可以适当放
宽。

业务能力考评
以面试方式进行
初定为2021年1月10日

业务能力考评时间初定为
2021年1月10日，均采用面试方
式进行，百分制计分。如有变
更，以济南市教育局和引进人

才学校网站公告时间为准。
其中，校长业务能力考评

采取面试方式进行，包括个人
陈述和答辩两部分。主要考评
应聘校长的办学理念、治学思
想、主要业绩。

教师业务能力考评采取面
试方式进行，包括答辩和试讲
两部分。答辩主要考评应聘教
师的教育教学理论、实践能
力、教科研水平和成果;试讲主
要考评应聘教师综合运用教育
学、心理学等理论提炼课程内
容、组织课程实施、运用教学
资源等方面的能力，以答辩
4 0 % 、试讲 6 0 % 计入考评成
绩。

考评结束后，达到最低合
格分数线的人员，根据业务能
力 考 评 总 成 绩 从 高 分 到 低
分，按照岗位计划等额组织
考 察 体 检 ， 在 济 南 市 教 育
局 、 引 进 人 才 学 校 网 站 公
布。公示期满后无影响聘用
情形的，办理聘用手续。引
进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事业
单位聘用合同，首次签订聘
用合同的聘期不低于5年。引
进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
度，试用期一般为3个月，期
满合格的正式聘用，不合格
的解除聘用合同。

认定A、B、C、D四类人才
住房补贴最高80万

依据《济南市教育系统人
才引进管理暂行办法》，引进
人员按聘任岗位享受事业编制
人员的薪酬待遇，经认定为济
南市教育系统A、B、C、D类人
才(以下简称A、B、C、D类人
才)的对应享受住房补贴、薪酬
补贴等待遇。

其中，引进的A、B、C、D
类人才，签订服务合同，服务
期须满10年，在此期间每年分
别享受安家住房补贴8万元、6
万元、4万元、2万元，分别总
计80万元、60万元、40万元、
20万元。引进人才按聘任岗位
享受薪酬待遇，在全面完成岗
位目标任务的同时，新引进的
A、B、C、D类人才3年内每年
分别给予7万元、5万元、3万
元、1万元的政府薪酬补贴，按
年支付。

引进人才在聘期内有下列
行为：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弄
虚作假骗取优惠政策、不能按
合同履行岗位职责、服务期不
满5年调离或辞职的，终止享受
后续待遇并须返还除工作报酬
以外的薪金补贴及扶持资金，

聘用合同中约定需支付违约金
的还需要支付违约金，并依法
依规追究其相应责任。

对于人才引进详细岗位条
件、提报资料、引进程序、薪
酬待遇、联系方式等资讯，请
登录济南市教育局官方网站、
济南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关注
“ 济 南 市 教 育 局 ” 或
“jnjyjwx”)或引进人才学校网
站查询。区县教体局引进人才
标准、程序、待遇等资讯，详
见各区县教体局公告。

近日，济南市教育局发布公告，面向全国公开引进优秀高层次教育人才100名，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1
月4日。引进人员按聘任岗位享受事业编制人员的薪酬待遇，经认定为济南市教育系统A、B、C、D类人才
(以下简称A、B、C、D类人才)的对应享受住房补贴、薪酬补贴等待遇，住房补贴最高80万。

报名表下载

岗位表及咨询电话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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