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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山东省“百姓学习之星”名单 

（按地市排序） 

济南市： 

邱金茹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祁玉军  济南市槐荫区振兴街街道阳光新城第一社区 

张  新  济南市莱芜区原山文化研究中心 

郑兆华  原济南灯泡厂 

王庆柱  济南市长清区马山镇双泉庄 

薄春英  济南市天桥区敬家村 

王  斌  济南市市中区泺源街道青西社区 

沈瑶琴  济南市槐荫区济微路社区墨缘书法工作室 

刘宗祥  济南爱心义工联盟 

王晓桥  济南齐家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青岛市： 

高蔼云  青岛市李沧区沧口街道永宁路社区 

杨乃琛  青岛市民俗博物馆 

段爱香  青岛市崂山沙子口街道成人教育中心 

韩宗祥  青岛西海岸新区王台街道办事处徐村 

王伦世  青岛田野飘香蔬菜专业合作社 

李翠敏  山东省外贸抽纱公司 

曾凡娥  青岛西海岸社区教育学院 

淄博市： 

高江波  淄博市临淄区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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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贤  原博山文化局局长 

于  静  淄博市桓台县马桥镇西孙幼儿园 

王存刚  淄博市沂源县三才果品专业合作社 

郭莉莉  淄博市高青县教学研究室 

王秀英  淄博市张店区体育场街道柳毅社区 

枣庄市： 

谢  旭 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成人教育中心 

东营市： 

陈荣俊 东营市河口区河口街道老年大学 

烟台市： 

邢  英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  丹  烟台市莱山区燕园华章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张  军  烟台市蓬莱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于滢霖  烟台机械工程学校 

张普华  烟台工贸学校教师 

单连鹏  烟台市芝罘区国翠小学 

潍坊市： 

赵继斌  山东省昌乐县五图街道庵上湖村 

王致娟  潍坊市奎文区北苑街道金都社区 

郭建立  山东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王维娟  诸城市绿桑工艺品有限公司 

任光海  潍城区南关街道 

李  欣  潍坊安丘市大汶河旅游开发区幸福里社区 

张建华  寿光市脆鲜碧蔬菜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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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 

吴同国  山东省东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威海市： 

邹积法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凤林街道办事处凤林龙

凤社区 

杨雪梅  荣成市教育教学研究培训中心 

临沂市： 

郝  萌  临沭县郑山街道中沟头村 

德州市： 

马青林  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教育和体育局 

王相芝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德城学院 

马增信  德州市武城县实验中学 

聊城市： 

刘克劲  聊城市高唐县教育和体育局 

贾立峰  聊城市茌平区贾寨镇贾寨后村支部 

滨州市： 

许振吉  滨州职业学院 

菏泽市： 

高  伟  山东宇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张建华  成武白浮图镇孙庙行政村党支部 

陈新杰  菏泽市单县胜利路实验学校 

老年大学： 

孙永志  青岛市老年大学 

苏振兴  淄博市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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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仙蕙   枣庄老年大学市中分校 

陈乃磊   潍坊市老年大学 

王春霞   泰安市老年大学  

毕爱香   威海市老年大学  

牟善章   日照老年大学 

顾淑臻   临沂市老年大学 

刘洪河   莘县老年大学 

杜维菊   滨州市老年大学 

李  萍   菏泽市老年大学 

王太进   山东老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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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山东省“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名单 

（按地市排序） 

 

1. 杆石桥 “耕读”终身学习项目  

————济南市市中区社区教育中心

杆石桥街道办事处 

2. 商河县鼓子秧歌  

————济南市商河县社区教育学院 

3. 发展社区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济南市长清区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4. 党建+“家校社政研”育人共同体项目 

————济南市市中区社区教育中心、

济南市舜华社区 

5. 先行区大桥新市民学习班 

————济南市大桥街道办事处 

6. 银发讲习所 

————济南市商河县委老干部局 

7. 高校资源进社区  

————青岛市李沧区教育和体育局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8. “学分银行”打造西海岸全民学习新支点 

————青岛西海岸新区社区教育学院 

 



8 
 

9. 学分银行点点通享学市北惠民生  

————青岛市市北区社区教育学院 

10. 种子工程在行动，赋能社区新活力  

————山东众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1. 枣庄市市民大讲堂 

————枣庄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2. 枣庄教育大讲堂  

————枣庄市教科院 

13. 烟台童画艺虹·行走的艺术课堂  

————烟台市艺虹艺术培训学校 

14. “又红又专”技能人才思政教育基地  

————烟台信息工程学校 

15. 社区教育特色课堂  

————潍坊市寿光市社区学院羊口

镇社区教育分院 

16. 建设欢乐邻里节培育乡村文明风  

————潍坊市诸城市皇华社区学院 

17. 温馨驿站，点亮心灯  

————青州市东夏中心校 

18. “新时代•新父母”家庭教育公益大讲堂  

————荣成市教育和体育局 

19. 传统民俗手工艺特色网格营造项目  

————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西海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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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荣成市志愿者学院  

————荣成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21. 打造丽都讲堂--学有所教，学有所用  

————威海开发区凤林街道办事处

丽都社区 

22. 圆觉三元健康管理法  

————临沂市商业学校 

23. 智学引领托起七彩夕阳  

————滨州职业学院 

24. 职业立足职业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强化农民工   

技能培训    

————菏泽市巨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5. 1234 培训模式，打造终身学习品牌  

————菏泽市东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6. 两委教育--农民学历教育的基地  

————德州禹城市委组织部 

27. 农民工培训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德城学院 

28. 青少年学习之家  

————德州市庆云县教体局 

29. “红烛”读写社  

————德州市武城县实验中学 

30. 传统文化与教育智慧---点亮心灯大讲堂  

————德州市武城县实验小学北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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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食品从业人员安全培训  

————德州市陵城区市场监管局 

32. 中国尺八讲课堂  

————聊城大学 

33.  陈式洪派太极拳传统文化传承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老年大学： 

34.  东营市老年大学“金秋学堂” 

————东营市老年大学 

35.  银帆·圆梦－社区老年大学推进项目  

————烟台老年大学 

36. “家和”婚姻辅导教育服务  

————潍坊市老年大学 

37.  莒县老年大学朝夕社  

————莒县老年大学 

38.   河东区“云教银龄 智绘夕阳”老年远程教育品牌  

————临沂市河东区老年大学 

39.  滨州市老年大学奥肯教育综合体分校  

————滨州市老年大学 

40.  山东老年大学远程教育网  

————山东老年大学 


	1
	关于2020年山东省“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名单公布的通知
	关于2020年山东省“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名单公布的通知
	关于2020年山东省“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名单公布的通知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