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三职专引领我市学生

在钓鱼台国宾馆实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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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三职专是钓鱼台国宾馆人
才培养(输送)基地，自上世纪90年
代以来，已有200余名学生成为了钓
鱼台国宾馆的工作人员。在馆内服
务的济南学生中，三职专的学生人
数最多，表现尤为出色。学校也因
之成为我市各院校向国宾馆输送人
才的“领军”学校。日前，学校向
国宾馆输送人才的负责人张力主
任，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一直以来，我们的学生在钓
鱼台国宾馆的服务岗位上，不仅举
止优雅，气度不凡，而且做事细心
周到，勤奋努力，备受国宾馆领导
的赞赏，”张力主任自豪地说，
“我校友李鑫现任钓鱼台国宾馆14
号楼‘芳华园’经理，张坤现任钓
鱼台国宾馆‘御园’经理；近年
来，唐娟任钓鱼台国宾馆 1 7号楼

‘芳菲苑’副经理，2014年11月21
日，国家领导人开始对斐济进行国
事访问并同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
举行会晤，唐娟作为中方服务团队
服务、接待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她
的出色工作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
度赞扬。至今，在党和国家领导人
重要外事活动中，她担任主要的服
务接待工作，”谈到这儿，张力主任
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她从2007年
开始才进入国宾馆工作，每当一次次
听到国宾馆管理局领导对她的发展
进步由衷赞誉时，我的心里不仅仅
乐开了花，还充满了对我校‘为每
一名学生一生的幸福和健康发展奠
基’的成功举措的自豪。”

“刘晓明受钓鱼台国宾馆派
遣，目前在香港中联办工作、成为
副科级干部。……”她一边指着学

校会议室所陈列的外事服务中学生
与国家元首们的一张张合影，一边
介绍说，上述同学只是诸多毕业生
的代表，他们自进入钓鱼台工作以
来，一直默默地在不同的岗位上努
力为国家、国际级的大型会议，为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国首脑的来
访做好服务与接待工作，他们优秀
的工作态度和高超的服务水平维护
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 不 仅 学 生 在 馆 内 表 现 出
色，”，她很自豪地说，“经受了
馆内的一切服务工作的锻炼，他们
在其他领域，包括机关、著名企事
业单位的表现同样备受青睐。选调期
满后，他们有去山东省南郊宾馆任职
的，有去济南舜耕山庄的，有就业于
航空公司方向的，等等。”在从学
校选调优秀服务人才的基础上，张

主任介绍，近两年国宾馆方面增加
了对财务会计岗位和总机话务服务
岗位所需人才的选调。

钓鱼台国宾馆隶属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交部管辖，服务于国家级
外事接待工作。“在2006年以前，
国宾馆基本是每两年或四年来校选
调一次，选拔的学生数量较少。校
友的工作态度和出色表现经受住了
岁月的考验，得到了钓鱼台国宾馆
领导的赏识，双方的交流逐渐深入。”
校长吕凌云说，“2010年5月双方正式
签署了《济南三职专为钓鱼台国宾馆
人 才 培 养 ( 输 送 ) 基 地 的 合 作 协
议》，三职专成为钓鱼台国宾馆首
批在全国仅有的两所人才培养基地
学校之一，每年向钓鱼台国宾馆输
送一定人数的学生。同时，以人才
培养文化底蕴为基础，学校逐渐形

成了比较成熟的特色人才培养机制。
我们的自信成才教育、礼仪教育、感
恩教育、知书达理教育、诚信教育、专
业技能教育等育人方式所培养出的
优雅学生，博得了钓鱼台国宾馆领
导的高度认可和赞誉。”

据悉，自2014年开始，济南三
职专开设“钓鱼台国宾馆定向培养
班”，班额限为30人，培养时间为
三年。张力主任告诉笔者，报考学
生须参加初三学业水平考试，符合
相关的面试和简单的体检条件，不
仅要努力学好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知
识，学生更要加强英语、礼貌礼
仪、相关专业技能方面的学习，注
重加强自身素养的提高。学生经钓
鱼台国宾馆面试、体检、政审等环
节的选调合格后，按照时间要求，
入馆实习就业。

济南三中首创“浅阅读区”
阅读触手可及，让学生爱上阅读

□本刊记者 任世海

两个书柜，一个报架，一张宽大
的阅读桌，几把椅子，墙上是关于阅
读的名言，桌上一个好书推荐牌，一
个读书感言记录本，再配上一盆生
机盎然的绿植……这便是济南三中
教学区的每层走廊都可见到的浅阅
读区。三五学生或站或坐，捧一本杂
志，翻两页报纸，静静享受独属自己
的文化时光……这也成为济南三中
课下时间浅阅读区常见的场景。

为什么设阅读区？为什么叫浅
阅读区？济南三中新闻中心主任彭
保华表示，现在许多孩子从小生活
在电视、网络、手机包围的环境中，
许多学生也许忘却了读书；在繁忙
沉重的课业压力下，我们的学生也

许没时间读书。但作为学校，作为老
师，我们不能忘却。教育实际上是一
种引领，我们花大力气，营造温馨、
雅致的书香环境，引导学生爱上阅
读，最终目的是使阅读成为学生们
的一种习惯。之所以叫浅阅读，是就
阅读内容而言的。高中生课业繁重，
拿出大把的时间去深入阅读是不现
实的，但不阅读也是万万不行的。浅
阅读区内放置的都是比较薄的杂志
和报纸，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阅读
与时间的矛盾，受到同学们的普遍
欢迎。

“虽然是喧闹的课间，只要站在
这里拿上一本书，我就有一种宁静
的感觉。”“累了，烦了，没事了，我喜
欢到这里找本书看。”“每天中午我
都会在这里翻一会儿报纸，既能关

注社会，又是一种休息。”……这是
同学们的心声。

说到阅读，不仅仅局限在浅阅
读区。问学楼大厅的墙上，三块精致
典雅的宣传栏，是学校的《文化大
观》。不断更新的《梦想》、《改变世界
的那些瞬间》、《南米北面》、《老济
南》、《诗经里的植物》等内容，向同
学们介绍着博大精深的世界文化。
诚学楼走廊里《梦想-探索-发现》宣
传，则向同学们介绍一个个伟大的
科学家及他们为人类做出的贡献，
科技实验楼走廊内的宣传栏定期向
同学们介绍当今学科前沿。

浅阅读区的设立，让阅读变得
触手可及，让同学们能快速获得信
息，扩充知识面的同时，丰富了思
想，也丰富了校园生活。

“本次安全大检查要提高认识、严把关、细实施、实整改。”
6月9日，国网广饶县供电公司配电抢修班班长代永强在对安
全月安全大检查活动进行强调要求。为确保安全生产月工作
顺利进行，该公司围绕“强化红线意识，促进安全发展”主题持
续自紧“高、严、细、实”安全大检查“紧箍咒”，重推安全检查

“组合拳”，确保了安全月检查工作的顺利完成。 王闽 永强

6月7日，龙口市新一中高考点前，国网龙口市供电公司彩
虹党员服务队为烈日下疏导交通的交警送上了一份“温暖”的
清凉。今年以来，该公司为增强党员干部奉献意识和责任意识，
积极打造“红马甲”党员服务队品牌，开展“党员V行动”，规范
开展抢险救灾、扶弱助困、奉献爱心，以及进社区、进企业、进乡
村、进校园等对内对外两个服务，树立企业良好形象。 孟珊

6月8日，东营市河口区四扣村农网改造现场安全措施布
置到位、“两票”执行严格，一切井然有序，这是国网东营市河
口区供电公司开展农网安全管理“牵手共建”活动所取得的成
果表现。此次活动共稽查了12个基层班组，主要从安全管理、
工器具管理、两票填写及使用等方面进行稽查，现场通过采取
安全检查、交流座谈等方式，营造良好安全氛围。 张伟杰

河口供电“牵手共建”农网安全

开展党员义务奉献日活动

“安全月”重推“组合拳”

济南燕山小学开展

“包粽子·传民俗”活动

近日，为庆祝端午节，济南燕
山小学2014级5班开展了“包粽子·
传民俗”趣味端午风俗活动。

活动从了解粽子与端午节的历
史典故开始，在互动讲解中，让孩
子了解粽子的种类及各种各样的传
统习俗。在老师的指导下，全家齐
上阵，开始制作香囊、点朱砂、画
王字，全家祈福平安健康。

通过此次活动，学生们感受
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了解
了更多制作工艺，以轻松的方式
锻炼了动手能力，拉近了彼此的
距离，体现了互帮互助的传统美
德。

记者 朱紫瑛 通讯员 侯晓东

济南艺校学子赴美实习

今年3月，济南艺术学校本届全
部24名杂技专业毕业生，进入济南
市杂技团进行舞台实习，实习过程

中他们获得了随团到美国和俄罗斯
举行实习演出的机会。

据了解，济南艺术学校是目前
济南市唯一的公办艺术中等专业学
校，全校开设了音乐、舞蹈、美
术、杂技、曲艺、戏剧表演等10个
专业。其中杂技专业一直是该校
的优势品牌专业，学校编排出演
的杂技节目曾多次获国内外比赛大
奖，其中还包括有着“杂技奥斯
卡”之称的蒙特卡洛国际杂技比赛
金奖。 于奎

济南启动

大学生海外就业工程

6月17日上午，济南大学生海外
就业工程在山东交通学院正式启
动。在由山东交通学院、山东国立
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和齐鲁财富
网联合承办的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
会上，有关负责人透露，按计划，
今年将通过邀请国外用人企业来济
南高校召开用人洽谈会等方式，推
动1000名大学生实现海外就业。

“针对这次大学生海外就业

工 程 ， 我 们 准 备 把 重 点 放 在 日
本、韩国、阿联酋、卡塔尔4个相
对比较适合大学生，特别是山东
大学生海外就业的国家。”山东
国立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董事
长侯永智说。

大智首届十大杰出青年

分享会举办

6月16日，《奋斗的青春最美
丽》——— 大智“首届十大杰出青
年分享会”举办。大智首届十大
杰出青年，是从学习顾问、教学
顾问、市场专员、行政专员、讲
师以及财务等基层岗位中选拔出
的十位优秀代表，获奖者们与大家
分享了凝聚着他们多年心血的宝贵
经验。

分享会间隙，还上演了精彩纷
呈的文艺演出，《等待》、《飞得
更高》、《为大智歌唱》唱出了每
一位大智人的心声。分享会最后，
大智教育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张维
东先生为大家带来了精彩又富有深
意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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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随便问一名三中的学生，学校哪里最漂亮？他一定会告诉你是教学楼。如果你再追问一句，教学楼
哪里最漂亮？那么，他一定会告诉你是浅阅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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