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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大学启明学院今年开始招生！
本科开设三大品牌专业，三种人才培养模式可供选择
□半岛全媒体记者

郝春梅

作为长春大学与韩国启明大学经中
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的非独立法人机构，
长春大学启明学院计划于 2022 年面向
中国地区招收参加高考的应往届高中毕
业生，学院开设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食
品科学与工程、车辆工程三个本科专业，
这三大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多元，专业优
势明显，就业前景广阔，可为毕业生提供
广阔的发展空间。

长春大学启明学院今秋招生300人
众所周知，
韩国启明大学是韩国百年
历史的名门大学，
以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和
国际化教育享誉亚洲，
是韩国最美十大校
园之一，被誉为“东方哈佛”。启明大学的
电气能源工程学、
食品加工学以及汽车工
程学三个专业是传统优势专业，
是卓越工
程师培养专业，是韩国就业靠前的专业，
这三个专业学生获得无数国际大学生
竞赛大奖，其中汽车工程学专业位列韩
国高考车辆专业排名首位。
启明学院立足真诚为学院学生服
务，创造国际化教学及生活场景，打造差
异化的国际国内两个校园，旨在培养符
合国家教育改革要求，适应工程技术领
域长远发展的高素质国际化应用型人
才。启明学院计划于2022年秋季开始招
生，纳入国家统招计划。每年招收 300
人，车辆工程专业每年招收120人，电气
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每年招收 120 人，食
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每年招收60人。

学制四年，三种人才培养模式可选
启明学院开设的三大专业均为本
科，学制四年，采取灵活多样的人才培养
模式：
“2+2”模式：在长春大学学习 2 年
后，成绩达到出国要求的，可申请到启明
大学留学2年，学分双方互认，学业成绩
符合长春大学和韩国启明大学学位授予
要求的，可获得长春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和两校学士学位证书。学院学生在本科
阶段赴启明大学交流期间，正常缴纳长
春大学的学费，不需要缴纳启明大学的
学费，学生自行承担赴韩的机票、住宿
费、生活费及其它杂费。
“4+0”模式：全程在长春大学学习，
学业成绩达到长春大学毕业和学位授予
要求的，可获得长春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和学士学位证书。
本硕连读模式：本科四年毕业后，
学业成绩达到启明大学硕士入学要
求 ，则 推 荐 到 韩 国 启 明 大 学 攻 读 硕 士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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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变闯关，爱学乐学促成长
识点设计成一道道闯关题，让学生在游
戏中感受学习的乐趣。
近日，
岛城一、
二年级的萌娃们迎来
青岛滨海学校一年级期末闯关活
了别开生面的
“期末考试”
，
开启奇妙的闯
动，识字小报，玩转汉字；
读千古诗文，诵
关之旅。
记者深度探访，
在
“双减”
背景下的
经典美篇；
数学小玩家，
玩转计数器……
一、
二年级期末考试如何做出
“新花样”
？
学校通过“闯关”
的形式来检验一年级同
青岛同安路小学每学期的无纸化考
学的知识技能掌握情况，也能让孩子们
感受到考试的欢乐。
试都是孩子们最期待的，
今年学校的趣味
闯关为了增强孩子们的参与感，
让孩子们
青岛敦化路小学一、二年级举行了
化身小考官，
每一关每一组都有负责的孩 “敦敦勇士，
快乐闯关”
体验活动。
“单词变
子。
孩子们认真地进行检测，
并郑重地在
变变”
“
、古诗小达人”
“
、图形大揭秘”
……
通关卡盖章，
充分感受着学习的快乐。
丰富多彩的闯关游戏巧妙地将乐园与学生
实现了学科整合、
多
青岛博文小学开展了“七彩秀”
无纸
能力测评结合在一起，
元贯通，
让孩子们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笔测试，闯关内容涵盖认识钟表、算算
数、
读校报、背古诗……只有通过七项测
为了在“减负”的同时“保质增效”，
试，
集齐七个博雅粘贴，才能赢得这朵七
青岛富源路小学给孩子们精心准备了
色花的华丽绽放。
“阅读小能手”
“口算小超人”
“英语小达
在青岛福州路小学，
学校设计的
“无
人”等学期系列闯关活动，将学科和评价
纸笔”
测试关卡，
既考虑到
“好玩”
的因素，
活动有机整合，让孩子们在闯关活动中
收获成长的快乐。
又注重考查学生对不同学科的掌握，
设定
了
“乐美小画家、
乐智小达人、
乐慧小能人、
青岛山东路小学一、
二年级进行了生
乐学小超人、
乐动小健将”
五项测评内容。
动有趣的闯关活动，
围绕
“趣”
字，
把数学、
青岛寿光路小学也举办了“乐学嘉
语文、
英语知识容于活动中，
突出学科与学
年华，
争做闯关王”
的无纸化趣味游园测
段特点，
强化所学知识的运用，
以发展学生
使学生在追求
试活动。
级部打破班级限制，四个班混在
思维，
提升学生素养为目的，
答案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
一起，
教师们利用希沃白板，将各学科知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孙雅琴

“新课标”
引领，
推动教学变革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孙雅琴

近日，
青岛辽源路小学举行了“以
‘新课标’为引领，推动教学模式变革”
2022年教学年会。英语教学专家孙泓
老师和市北区教育发展中心教研室李
建军主任共同为获评《市北区第二轮
“领航工程”
培养人》
的老师颁发证书。

梦想起航，迎新生入校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孙雅琴

近日，
市北实验初中开展了2022级
新生报道活动，
为了帮助新生们尽快熟
悉校园，
学校设计了校园景点打卡活动，
打开完成者可获得学校纪念明信片一
套，
同学们热情高涨，
在参观校园的过程
中也体会到了学校浓厚的文化底蕴。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金震

关注自闭症学生成长
近日，崂山区特殊教育学校举行自
闭症学生技能展示活动。据了解，本学
期学校自闭症教研组内教师结合艺术
休闲课程和两项青岛市十四五立项课
题，开设了丰富多彩的课程，并于期末
进行展示活动。通过本次活动，既展示
了学校自闭症学生对康复和艺术休闲
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
同时，也为课题
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教学研究的
开展提供了日常积累，也便于教师及时
发现存在的不足，
为今后更好地开展自
闭症康复训练工作提供依据。

石小少年
“画”
非遗
近日，记者从崂山区石老人小学了
解到，本学期学校美术学科组就“以艺
术的形式讲好地方文化”为问题导向，
以五年级学生为主体，开展了“当传说
故事遇见 00 后——
— 石小少年‘画’非
遗”主题项目式学习活动。同学们用喜
欢的美术表现方式去展示地方文化，表
现形式虽各不相同，
但每幅作品都蕴含
了学生对“石老人”、
崂山民间故事的独
特情感。在活动中，学生感受到了用美
术语言表现传说故事的乐趣，
激发了对
非遗的青睐和喜爱之情。

与法
“童”
行，同心护未来
为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
《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法律法
规，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校园
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崂

山区张村河小学近期开展了
“未成年人
保护宣传月”教育活动。学校举行了以
“与法童行 守法成长”为主题的升国
旗仪式，各中队集体观看“未成年人保
护法”讲座视频，增强了对未成年人权
益保护知识的了解，还通过绘制手抄
报、黑板报等宣传方式，积极营造学法、
懂法的良好氛围。

对校园欺凌说“不”
为进一步做好校园安全整治工作，
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切实保障学
生健康阳光成长。近日，崂山区辽阳东
路小学全体班主任参加了“校园欺凌根
源和对策”的专题论坛。学校邀请北京
市盈科（青岛）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
邵守刚为老师们进行专业培训，邵律师
通过案例详细分析了校园欺凌产生的
原因和形式，以及如何防治校园欺凌以
及其处理方式，通过活动班主任老师纷
纷表示切实提高了应对“校园欺凌”事
件的业务能力。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宣传普及，近日，东
泰小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
动。通过举行国旗下主题讲话、制作宣
传栏、宣传标语，宣传未成年人保护知
识。各班还开展了主题班会，观看《未成
年人保护法》知识宣传视频。同时，通过
线上组织全校家长认真学习《家庭教育
促进法》，增强法治意识。学校将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继续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为学生营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
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