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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潘世金

三级巡课制度

确保线上教学质量

8点多，济南市教育教学研究
院小学语文教研员武先玲的手机
准时响起老师们邀请她“上课”的
提醒。“习惯了线下课堂，网课对
老师们确实有不小的挑战。尤其
是在授课时间上，线上一节课时
间短，对老师们的课堂设计和教
学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武先
玲说，巡课时，我会针对老师出现
的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参与到老
师们的教研、备课过程中。

刚听完三节线上数学课后，

济南市教研院小学数学教研员谢
毅开了一个在线教研会，现场连
线历下、市中、平阴的三位数学老
师，分析点评了各自网课的亮点
和不足。“经过一段时间的巡课，
我们还制作了一个平台使用‘明
白纸’，帮助老师们尽快熟悉各种
软件。”谢毅说。

在济南市教研院高中生物教
研员步从军的手机里，安装了各
种网课平台软件。仅山东省实验
中学一所学校，步从军就加入了
85个网课班级群，每天收到的信
息数不清，“在班级群里，可以看
到学生和家长最直接的反馈。我
会和授课老师一起，发现好的做

法，找出存在的问题，共同提高进
步。”

有了2020年的线上教学基
础，济南市在“如何教”与“如何
学”上设定预案，对线上教学进行
整体指导，分学段、分学科研制特
色化“线上学习指南”。据悉，线上
教学开启后，济南建立了“市、区、
校”三级巡课制度，济南市教研院
40余名教研员8点多陆续进入“上
课”状态，拿着课表“推门”进入全
市14个区县不同的班级巡课，最
多的时候一天能巡课七八节。

此外，济南市还研究出台“线
上巡课12条”，对巡课的内容、
路径与注意事项都有明晰的规

定。“线上教学已不再是简单地
将线下课表搬到线上，而是向
教育服务供给方式的全新构建
转 变 ，要实现 从 量 到 质 的 突
破。”济南市教育教学研究院院
长刘庆华说。

居家学习有乐趣

24小时心理热线守护

近日，在山大附中奥体中路
学校线上劳动课中，老师带领四
年级的同学们对垃圾的产生、回
收利用等进行调研，开启了“零垃
圾”挑战。居家过程中，学生用图
片、文字等方式记录下了每天的

环保行动，并尝试将废品变成发
卡、抽纸盒、花篮等宝藏物品。

镜头转向济南市罗而小学，
学校与山东女子学院联合，开
设了手工、绘画、绘本故事、杯
子律动、手指舞、朗诵等线上社
团，让学生的居家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

做好线上教学课堂的同时，
济南市教育部门、各中小学也时
刻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线上教
学开启后，济南市教育局通过微
信公众号为学生、家长和教师推
送了不同的调节心态的建议，同
时公开济南市学生心理热线电
话，24小时全天候开放。

此外，济南市各区教体局、
各所学校均开通了微信、QQ、电
话等各种渠道，随时听取家长的
诉求和合理化建议，个性化、点
对点回应家长关切，帮助他们解
决学生居家学习时遇到的困难
和疑惑。在济南市经五路小学，
学校为每名学生定制“个体成长
记录单”，通过周记录跟踪关注
学生的心态变化，了解居家学习
情况变化。

济南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
长王纮表示，学生转入线上教学
居家学习模式后，要充分理解和
考虑每个学生居家学习的环境
特点和家庭实际情况，不搞形式
化。对于贫困家庭子女、留守儿
童、被隔离学生以及疫情防控一
线人员子女等特殊群体，加大关
爱扶助力度，提供更有针对性、
更为贴心的线上教学服务，确保

“一个不掉队”。

线上巡课、热线守护、暖心陪伴

济南市多举措保障孩子居家学习
“同学们请打开摄像头，

准备开启今天的课堂！”3月底
以来，济南各中小学校陆续启
动线上教学模式。当课堂再次
被“搬到”线上时，老师们有了
更多新的“打开方式”。

特殊环境下，如何保证线
上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济南
市教育局创新性地提出了“线
上巡课”，平时“推门听课”的
教研人员“潜伏”进各班级的
网课平台，为直播的老师们挑
毛病、解难题、支高招，总结好
经验、金点子，进行推广，确保
线上教学能够“在线不减质、
居家不降效”。

教研员进行线上巡课

大众报业记者 戴岳

4月21日，由大众报业集团主
办，山东财经大学、山东省宏观经
济研究院、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
团和经济导报社联合承办的“奋
力走在前——— 第十九届（2021）山
东财经风云榜”榜单正式揭晓。

本届山东财经风云榜共发布
四大榜单，分别是“2021山东十大
财经风云人物”“2021山东十大
知名服务品牌”“2021山东十大
创新力企业”“2021鲁股公司治

理十大典范”。经过推荐申报、
初步筛选、网络投票、专家评
议、媒体公示等程序，现有10名
企业家、30家企业上榜。其中，

“2021鲁股公司治理十大典范”
为新设榜单，旨在鼓励和引导更
多鲁股企业加强公司规范治理，
实现高质量发展。

荣获“2021山东十大财经风
云人物”的是刘振腾（罗欣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
东振（水发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倪世利（山

东威高普瑞医药包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春明（山东福瑞达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天
林（云天教育集团董事长）、麻
兆晖（海氏海诺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沈周（中化学交通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刘方毅（英科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东

（麦迪格眼科医院集团董事长）、
陈永庆（菏泽市定陶区建设开发
总公司总经理）。

荣获“2021山东十大知名服

务品牌”的是“振邦保安”“易捷”
“中华保险”“港华燃气”“能链”
“齐鲁粮油”“利群集团”“燕喜堂”
“胜通能源”“开创云”。

荣获“2021山东十大创新力
企业”的是烟台钟表研究所有限
公司、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佳泽
睿安集团有限公司、可恩口腔医
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仁科测控
技术有限公司、中化学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欣希安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路斯宠物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

荣获“2021鲁股公司治理十
大典范”的是晨鸣纸业、水发兴业
能源、力诺特玻、歌尔股份、德才
股份、凤祥股份、东阿阿胶、石大
胜华、道恩股份、漱玉平民。

据悉，山东财经风云榜创办
于2003年，至今已走过19年历程，
是山东省持续时间最长、规格较
高、影响力广泛的年度财经盛事，
先后有190位企业家、300多家企
业上榜。

“是谁的，就是谁的！”
捡到14万现金，聊城包子铺老板如数归还失主

文/片 记者 郭庆文

“这么多钱，万一是人家的救
命钱，别再耽误了事儿！”捡到14
万多元现金后，这是聊城临清市
民王福广的第一反应。

4月15日中午，临清市王家牛
肉灌汤包店老板王福广在店里打
扫卫生时，捡到一个装有14万多
元的包裹，在等待失主未果后，选
择了报警。当晚，经过多方寻找，
临清先锋路派出所民警与焦急无
助的失主赵先生取得了联系，最
终 在 派 出 所 民 警 的 见 证 下 ，

142800元现金“完璧归赵”。
4月20日下午，打扫完包子铺

的卫生，关闭店铺，从早上4点一
直忙碌到下午3点多的王福广，终
于长舒一口气。“受大环境的影响，
比平时少卖了一半。”王福广说，来
的大部分都是回头客，打包的比较
多，因此4月15日中午在店里就餐
的失主赵先生，他印象很深刻。

“吃了一会儿，他说回去拿
点东西去，然后把包裹放到椅
子 上 继 续 吃 饭 ，吃 完 后 就 走
了。”王福广回忆说，失主是一
名男子，不是附近的熟客，等他
打扫卫生发现包裹时，男子已
经走了多时。王福广把包裹放
到前台后，又接着去忙，但一直
等到关门，也没等到失主。

“拿过来抓着像钱，沉甸甸
的，我就赶紧报警了！”尽管每天

起早贪黑，收入不高，但王福广并
没有打开包裹，更没有对面前的大
笔现金动心。

4月15日晚，临清市公安局先
锋路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赶
到包子铺，打开王先生捡到的包
裹，发现确实是大量现金，经过清
点共计142800元。

“店铺里没有监控，周围也没
有监控。”派出所民警毕新说，民
警走访了周边多家店铺，也没找
到有效线索。在走访排查时，接到
市局指挥中心反馈，有人报警称
在就餐过程中遗失14万余元现
金，可是报警人赵先生已经出差
到了外地，无法赶来认领，委托家
人前来接洽。

双方按照约定4月16日一早
来到先锋路派出所，赵先生是河
北人，出差经过临清在王福广的

包子铺吃午饭，担心现金放在车
上不安全，特意将装钱的包裹随
身携带到餐馆，吃完饭着急出发
就把钱忘在了凳子上。经过核实
赵先生的取款凭证等信息，在民
警的见证下，142800元现金终于

“完璧归赵”。
感激之余，赵先生想要给王

福广2000元钱表示感谢，但他坚
持不收。“我没别的要求，钱你认

可了，拿到了，咱俩就算两清了！”
王福广说完就离开了。

“是谁的就是谁的！”王福广
说。

包子铺老板王福广（左）收到失主送的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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