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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体育学考本月12日开考
耐久跑4月23日-25日统一测试，部分学校立定跳远使用“电子考官”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徐洁) 4
月 1日，济南市教育局发布消息，
2012年济南市初中体育学业水平考
试将于4月12日“鸣枪”。今年的体育
学考测试项目不变，总分仍为60分。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耐久跑项目将
于23日-25日统一测试，市内六区立
定跳远项目将用电子考官。

今年，体育学考将于4月12日-
20日举行，满分仍为60分，计入初中
毕业、学业水平测试总成绩。其中，初
中阶段体育成绩占25分，身体形态5
分，身体素质25分，运动技能5分。在
计分方式上，55分(含55分)以上计满
分60分。

2012年济南市体育学考实施意
见明确规定，初中阶段体育成绩包括
初一、初二及初三年级第一学期体育
课成绩，换算方式为这5个学期的体
育课成绩 (百分制 )的总和÷ 5×

25%。体育学考中的身体形态包括身
高、体重，正常体重得5分，肥胖或营
养不良得3分；身体素质中的测试项
目仍为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掷
实心球、立定跳远；运动技能为篮球
运球、足球运球、排球垫球选一。

4月1日，济南市教育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
的体育学考组织形式将更加严谨。
在去年章丘市体育学考考场试点

“电子考官”基础上，今年在历下、
市中、槐荫、天桥、高新和历城区享
受市区高中学校指标生计划的初
中学校，立定跳远项目实行电子仪
器测试。

此外，今年耐久跑项目将于4月
23日—25日统一测试，由各县(市)区
负责组织，考生所在初中学校具体实
施。济南市教育局副局长朋星介绍，
此举将有利于对初中学校实施考试

的公平公正情况进行集中监督。
朋星表示，目前，市内六区绝大

多数学校都拥有指标生，因此电子测
试仪器几乎在市区所有学校推开，章
丘市也仍然使用电子仪器测考，个别
仍然人工测考的学校也必须保证结
果准确公正，市教育局组派巡视组监
督检查。

前不久，我省体育高考不计入高
考总分的消息已确定。记者注意到，
济南市体育学考测试项目与标准却
没有因此降低。朋星说，与所有学科
一样，体育也是一门教育、一门科学，
济南体育学考将坚持考下去，考生考
不了满分也很正常。

初中体育学业水平考试工作将
接受社会监督，监督电话为教育热
线 ：8 8 0 2 3 4 5 6 ；纪 委 监 察 室 ：
66608040；中招办：66608024；体卫艺
处：66608030，66608023。

济南一高中举行科技运动会

108张扑克牌垒出半米“大楼”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徐
洁 实习生 翟楠楠 ) 近
日，山东省实验中学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创新运
动会，扑克牌建筑、自制潜水
艇、纸飞机航模等比赛新奇
有趣。

高一学生栾明宇等几位
同学一起参加了高层建筑设
计比赛。根据比赛规则，这一
项目比赛要求学生用不多于
108张的扑克牌设计、制作一
座高层建筑结构模型，高度
不低于50cm，最小载重1kg，
最大载重2kg。“我们主要是

利用三角形的稳定性原理，
‘建筑’高度为68cm，承重2kg
之后还是很稳的。”栾明宇自
豪地说。

据了解，省实验中学本
次科技创新运动会(本校)共
设置了自制潜水艇、纸飞机
航模等六个比赛项目，参赛
人员涉及几乎所有高一、高
二学生。“与去年相比，本届
比赛科技含量有所提高。保
持孩子们对知识的兴趣，让
他们快乐而非痛苦地学习，
是我们活动的初衷。”该校校
长王品木说。

武术操受学生欢迎
但练习的学校并不多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李
飞) “吼！哈！”1日下午，随
着几十名小学生的齐声呐
喊，济南市永长街回民小学
的操场上，一场武术健身操
汇报表演正在进行。自上学
期开始，永长街回民小学将
武术操引进校园，在大课间
时间练习，改变了以往单一
的广播体操，激发了学生锻
炼的热情。据了解，2010年教
育部曾下文推广《全国中小
学生系列武术健身操》，但目
前省城中小学中，练习的寥
寥可数。

1日下午，永长街回民小
学的操场上，伴随着激昂的
音乐，一至六年级的学生正
轮番上场，翩翩起“武”。据了
解，去年11月份，该学校开始
将武术健身操引入校园。从
此，大课间时间，除了传统的
广播体操，该校又多了一套
武术健身操。“很好学，有气
势，比广播体操有趣多了。”
采访中，学生们对武术操表
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据了解，2010年，为继

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丰富大课间体育活动内容，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同
创编了《全国中小学生系列
武术健身操》，决定自2010年
9月1日起在全国普通中小学
校(含特殊教育学校)、中等
职业学校中推广实施。

但记者从省城教育部门
了解到，目前，练习武术健身
操的学校只有大明湖小学、
师范路小学、育英中学等为
数不多的几所。此外，还有个
别学校引入或自创了其他武
术操，像槐荫区张庄小学去
年4月聘请了太乙门的武术
教练给学生上课，机场小学
的武术老师也自编了一套武
术操。

采访中，多名学校老师
表示，武术进校园是好事，
除了强身健体，还能让中国
传统武术在中小学中得到
弘扬。但目前之所以没有大
面积推广，除了学校精力有
限外，也与教育部门虽有下
文 ，但 并 没 有 强 制 推 广 有
关。

格头条链接: 残疾考生可免试得满分

一把持刀男子闯进了学校，扑向正在上课的小学生，结果被早有准备的学校保安
和联防队员合力制服。3月31日上午，前来参加全省公安机关加强和创新经济文化保卫工作
济南现场推进会的代表，在经五路小学观看了一场校园防暴演习。

据了解，济南市公安局实现了开放式单位可防性案件连续3年下降，封闭式单位连
续6年“零发案”的良好成效，医院安保、中小学幼儿园安保、银行业金融机构安保等工
作均走在了全国前列，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本报记者 邱志强 杜洪雷 摄影报道

防暴演习
进校园

5097名机关民警走进社区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杜
洪雷 通讯员 李鹏 赵
峰) 4月1日上午，济南市公
安局“机关民警开展社区(农
村 ) 警务工作”正式启动。
5097名机关民警将赶赴全市
2013个社区(农村)，积极开
展法制宣传、化解矛盾纠纷、
做好治安防范、搜集社情民
意、解决群众困难等警务工
作。

此前，济南市公安局采
取以会代训的形式，对所有
下社区(农村)的5097名机关
民警进行了警务社区管理、

法律法规等业务技能培训。
下社区(农村)的机关民警将
在做好机关本职工作的同
时，每周下村居不少于1次开
展社区(农村)警务工作，每
次不少于4个小时。

下社区(农村)的机关民
警要建立警务宣传栏，或者
借用村委会、居委会宣传栏，
通过实行警务公开、设立警
民联系箱、发放警民联系卡
和宣传资料等多种渠道，广
泛宣传法律法规、治安动态、
防范常识，告知公安业务办
理程序等内容。

本报4月1日讯(见习记者 张文)
因为中水处理来水量少，为了保证

中水站运转，一物业公司竟直接将自
来水灌进了中水泵。1日，记者随同
济南市城市节水办工作人员，对写字
楼、酒店进行节水检查。检查中，在位
于二环东路的东环国际广场，记者发
现这样不节水反浪费的一幕。

1日上午，在东环国际广场地下
三层的中水设备室，机器发出轰隆轰
隆运转的声音，水流声也清晰可闻。
在外行人眼里，一切看起来似乎没有
什么异常。但是，经过节水办工作人
员查看，中水泵上的压力为0，阀门
紧闭，这说明中水设备根本没有运
转。那么哗哗流淌的水声又是怎么回
事？仔细一检查，原来流进中水泵的，

并非回收利用的生活污水，而是自来
水。自来水流进中水泵后，没有回用
起来的那部分，通过一根直径约10
厘米的管道，直接排进了污水沟。

节水办工作人员说，使用自来水
灌进中水泵，中水设施根本没有运
行，这样不但达不到中水循环使用的
效果，反而会造成自来水的浪费。

“我们也有难处。”东环国际广
场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李先生说，

“写字楼不像居民楼用水量大，员
工们最多就洗个手而已。”每天写
字楼的污水来水量不到40立方，但
这套中水设备的处理能力是100立
方/天，中水处理成本高，物业直言
用不起。所以，他们宁愿选择将自
来水直接灌进中水泵，也不愿意进

行中水回用。
工作人员说，中水设备只有在进

行维修时，可以暂时使用自来水补
给，并且应当在自来水补水管处安装
水表，补水多少可一目了然。像东环
国际广场这样直接把自来水灌进中
水泵的做法，是不符合规定的。物业
公司必须在期限内进行整改，逾期不
改，其季度用水计划将缩减10%。

据介绍，目前济南市的中水回用
站已达170个左右，日处理能力达
22 . 9万立方，实际回用量为11万立
方左右。节水办工作人员说，中水回
用面临最大的困境是来水量和回用
量不稳定。为了鼓励中水回用，相关
部门正在研究激励办法，对中水回用
单位进行一定的奖励或激励。

污水回收量不够，又要开着中水设备

一写字楼自来水直接灌进中水泵

体育考试进学考，残疾考生怎么
办？4月1日，济南市教育局在2012年
体育学考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残
疾、长期伤病考生、临时伤病考生经
申请可免试。

实施意见规定，凡因残疾或长期
伤、病免修体育课的学生，在初中阶段
体育成绩换算时，参照《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实施办法的规定，经医疗单
位证明，体育教学部门核准后，应填写

《申请表》，并存入学生档案。
在身体形态、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

的测试中，凡因残疾丧失运动能力者，
凭市残联颁发的残疾人证，凡因伤、病
不能参加测试者，须由县级以上医疗部
门出具的医疗诊断证明，并按要求填写

《申请表》，由毕业学校核实，并填写《初
中毕业体育考试免试照顾名单》，县(市)
区教育(教体)局要在认真审核后，报市
教育局核准，方可免予考试。

此类考生的计分标准为：残疾考
生计60分，长期伤、病考生计45分，
临时伤病考生计35分，其初中阶段
体育成绩不再计算。本报记者 徐洁

1日下午，济南市永长街回民小学的学生正在进行武术
健身操汇报表演。本报记者 李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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