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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杜成 卢斌 报道）4月28日，
在邹平市长山初中，滨州市教坛新
星贾萍，滨州市优质课获得者伊红
凤、石琳等老师，与自己的教师徒
弟开展了“同课异构”同台竞技教
学展示活动。这是长山初中“青蓝
工程”对接活动的具体实践。

为助力年轻教师专业发展，
自2020年9月起，长山初中实施
了“青蓝工程”对接行动，让优秀

教师和青年教师结对，进行一对
一传帮带。课前，徒弟老师向教
师老师说课，阐述目标、构思、教
案。课中，徒弟教师实施教案，
展开教法，展现特色课堂。课
后，师徒共同反思，总结优缺点，
找创新、除缺点。通过活动的开
展，长山初中骨干教师进入成长
快车道，先后有24名教师被评为
市、县级教学能手，11名教师被
评为市、县级学科带头人。

4 月 22 日，滨城区滨北学区
举办了以“提升专业素养，争做
四有教师”为主题的2021年教师
基本功大赛，来自全学区各中小
学的84名教师参加比赛。

此次大赛分主题演讲、钢笔
和粉笔字书写展示、课堂教学三
部分。所有参赛选手按组别抽
签决定参赛顺序，钢笔字和粉笔

字书写作品只写参赛序号，不出
现姓名，确保评选公平公正。据
介绍，自 2017 年 6 月起，滨北学
区坚持每年开展教师基本功比
赛，助力教师专业素养提升，打
造一支功底扎实、业务精湛的学
习型教师队伍。（滨州日报/滨州
网记者 郭向春 通讯员 张洪新
李宝华 赵海珍 赵勋勋 摄影）

教师当“考生”
比赛基本功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赵燕汝 索笑笑
报道）4月25日，第十六届全省
读书朗诵大赛成人业余组总决
赛在山东省图书馆落幕并举行
了颁奖典礼。此次大赛共有来
自全省 16地市的 49组选手参
赛，我市选送的三组选手在总决
赛中荣获2个二等奖、1个三等
奖，滨州市图书馆获“先进集体”
奖。

此次大赛由省文旅厅主办，
省图书馆、各市文旅局、山东广
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承办，各
市图书馆协办。大赛以“颂红色
经典·庆百年华诞”为主题，歌颂
爱国情怀，传承红色精神。对于
选拔参赛工作，滨州市图书馆高
度重视、精心组织，广泛发动宣
传，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积极响
应，吸引了全市范围内众多朗诵
爱好者的关注和参与。经过层
层选拔，我市选拔出3组优秀选
手参加了此次全省总决赛。其
中，马勇建朗诵的作品《有赠》、
王强朗诵的作品《父母之河》荣
获二等奖；叶冰朗诵的作品《不
朽》荣获三等奖。

滨州代表队出彩全省读书
朗诵大赛

荣获2个二等奖、1个三等奖，滨州市图
书馆获“先进集体”奖

邹平市长山初中：

实施“青蓝工程”对接行动
助力教师素养提升

“智者智城·志在滨州”滨州城市品牌发布会亮点多多

“三步一口号、五步一LOGO”让城市品牌深入人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
者 李默 隆卫 报道）4月28日
上午，“智者智城·志在滨州”
滨州城市品牌发布会在滨州
市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举
行。发布会现场，记者发现
设计感强、抓人眼球的滨州
城市品牌形象随处可见，就
像滨州城市英文宣传口号中
的“Bright”一样闪烁着光

芒，向世界传达出滨州城市、
滨州人“能、行、成”的精气
神。

进入渤海先进技术研究
院，只见“三步一口号、五步
一LOGO”，“智者智城·志在
滨州”城市宣传口号、“滨州之
帆”城市品牌LOGO、“小虎滨
滨”城市IP形象等全新滨州城
市品牌大放异彩，既彰显了城

市活力，又提升了城市文化软
实力。

来到发布会会场门口，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黄河楼”

“孙子兵法城”“铝谷”“渤海
先进技术研究院”“滨州港”

“黄河”“海洋”“湿地”等10个
滨州地标建筑及特色景观的
城市品牌系列海报。这些海
报从“黄河文明”“生态文明”

“海洋文明”三个视角出发，借
助滨州这座城市的代表性元
素，展示出了黄河文化与海洋
文化在滨州的发展融汇。

暖心的会务处，还专门
准备了印有滨州“智者智
城·志在滨州”城市宣传口
号、“Bright People，Bright
City”英文口号、“滨州之
帆 ”城 市 品 牌 LOGO 的 口
罩、矿泉水、挎包、马甲等物
品，于细微处彰显出会务的
高效服务，同时也对滨州城
市品牌形象进行了更广泛
的推介。

滨州城市品牌课题组组长、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孟建：

滨州发展模式渐成样板
“滨州现象”必将走向全国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隆卫 赵鑫

为增强学生的文明健康意
识，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日前，邹平市好生小学邀请
好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
务志愿者走进课堂，开展了以

“小学生卫生与健康小常识”为
主题的健康知识宣讲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向学生普
及了爱牙护牙注意事项、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知识、七步洗手法等
小常识，并积极解答孩子们的疑
问，在全校营造出了人人重健康
的良好氛围。（滨州日报/滨州网
通讯员 尹红 摄影）

健康知识进课堂

市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里显赫的城市宣传口号与LOGO。

会务组准备的印有滨州城市宣传口号与LOGO的矿泉水。印有滨州城市宣传口号与LOGO的挎包。

发布会现场，滨州城市品牌形象随处可见。

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内可爱又充满活
力的滨州城市IP形象“小虎滨滨”。

4月28日上午，在“智者智城·
志在滨州”滨州城市品牌发布会
上，滨州城市品牌课题组组长、复
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
任孟建教授以《新建构 新传播 新
滨州》为题，围绕城市品牌塑造与
传播进行了学术演讲，并于会前就
滨州城市品牌的策划、定位等问题
接受记者专访。

提升城市软实力是
滨州打造新的城市品牌
形象的基本内涵，而城市
软实力的核心正是“城市
形象”

孟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评估组组
长，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
心主任，也是本次滨州品牌战略课
题组负责人。谈到对滨州的印象，
他说，在做滨州城市品牌课题之
前，自己虽然来过滨州，但对滨州
城市的印象比较模糊，做了本次课
题之后，才深刻认识到，滨州是一
个充满活力、充满创新精神的城
市。

孟建介绍，党的十五大报告曾
指出，“形象问题至关重要，形象就
是旗帜”；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
后，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升我国软
实力”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并强调，

“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
同时，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发展过程
中，任何城市都会碰到这样那样的
问题，滨州也不例外。而提升城市
软实力，正是此次滨州打造新的城
市品牌形象的基本内涵，也是突破
痛点、难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选择，而“城市形象”正是城市软
实力的核心。

“智”字凸显滨州最
深刻的内涵和基因，体现

了滨州“发展智慧”和“智
慧发展”的相辅相成

“一个城市形象的建构应该是
多层次、多维度的，是立体的、厚重
的、丰满的。”孟建介绍，在滨州城
市形象建构的过程中，滨州城市品
牌课题组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既“走近滨州”又“走进滨州”，不管
是对高层的决策者，还是对普通产
业工人居民，都进行了深度的调
研。

通过调研，课题组发现，滨州
是黄河文化和齐文化的发祥地之
一，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同时，

“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营收突破
万亿元，“五大新兴产业”茁壮成
长，国际社区、国际学校、国际医院
加快建设，“五院十校N基地”科创
体系“大拼图”已经成型……但是，
孙子文化作为滨州文化最深层的
内核，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
成，更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因
此，课题组决定紧紧抓住“孙子”这
一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大做文章，同
时结合政治、文化、经济、地理、人
群“五大标识”策划方法与滨州广
大人民群众对城市发展的向往期

盼，把“智”字凸显出来，最终形成
了“智者智城·志在滨州”的城市宣
传口号。

“‘智者智城·志在滨州’的关
键是‘智’。”孟建说，在城市形象构
建过程中，课题组致力寻找的，就
是滨州这座城市最深刻的内涵和
基因，而“智”不只是一般意义上对
孙子文化的诠释，更是从孙子的智
慧出发，凸显出滨州的两个发展维
度——一是发展智慧，二是智慧发
展。

怎么讲呢？孟建说，所谓的
“发展智慧”，我们要看到，孙子是
齐鲁大地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杰出代表之一，那么，他本身的智
慧，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
精华而存在的。而这种文化精华，
在今天如何实现创新性发展、创造
性转换？这就由“发展智慧”到了

“智慧发展”，如何把孙子的哲学思
想、文化思想等融入到一个城市的
精神层面上去，这是需要深刻思考
的。所以，课题组就在这方面进行
深入探究，凝聚成了“智者智城·志
在滨州”的主宣传语。用现在我们
用得最多的话来说就是：寻找创新
性发展深刻的文化基因和深刻的

文化根源。

滨州城市品牌构建完
成，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
做好城市形象宣传推广

“不管打造得再好的城市形
象，如果不能实现有效传播，都是
没有任何意义的。”孟建说，城市形
象的建构主要有四大基本要素：城
市形象的策划、城市形象的塑造、
城市形象的传播、城市形象的维
护。截至目前，滨州城市品牌构建
已经完成，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做
好宣传推广。

孟建说，任何城市打造城市形
象后，绝不是为了将其“藏之名山、
传之后世”，而是要以实现“有效传
播”为目标，使之成为城市发展的
真正“软实力”。在当下的媒介化
社会，想要宣传好城市形象，就必
须要注重媒体运作，特别是新媒体
运作。要本着科学精神“策划好、
执行好”城市形象传播战略，设计
出“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立
体传播渠道，快速推出整体推广宣
传计划。

“任何课题组在帮助一个城市
做形象策划的时候，都希望能通过
对城市品牌的重新定位、重新诠
释，达到引领城市发展、提升城市
知名度和美誉度的目的。”孟建说，
就全国而言，在地级市当中，滨州
对城市形象的认识是比较超前的，
希望滨州在城市品牌出炉后，能做
好后续的城市形象推广宣传。

“在调研中，我们感受到，滨州
的确已经走到了一个大发展的起
点上。特别是在与滨州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的交流过程中，我们深
刻感受到了大思路、大手笔、大格
局。”孟建说，当下的滨州发展模式
正逐渐成为一种样板，未来必将走
向全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滨州
现象”。

孟建教授演讲孟建教授演讲。。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春 通讯员 郭庆利 报道）4
月26日，滨州市第二届青年书法
篆刻作品展完成评审工作。经
过评委认真细致的评审，最终评
选出获奖作品8幅，入展作品53
幅。展览将于5月29日在时杰
美术馆开幕。 扫码查看获奖及入选作者名单

全市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
入选名单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