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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高考刚刚过去不久，就在
分数公布之后，岛城学子们亦是有喜
有忧。考入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所有
学子的梦想，那么是不是文化课稍差
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呢？怎样才能圆
孩子一个大学梦？这一切，就让国内
名校的专家教授来为广大岛城学子
解答吧！应青岛广电影视传媒艺术专
修学校的邀请，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的
名师教授，将于2013年7月18日在青岛
广电影视剧场现场与岛城学子见面
交流，同时对岛城学子面试选拨，择
优进行为期32天的集中拔高培训，让
岛城学子多一条直通大学路！据悉，
届时将有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
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
院、山东艺术学院等艺术院校的多位
专家教授为岛城学子进行培训，让更
多的岛城学子圆梦。
本次邀请专家：

于涌 国家一级导演、文化部“文
华”导演奖获得者、青岛广电影视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青岛广电影视传媒
艺术专修学校校长、培养了林永健、陈
好、李洪涛等大批优秀演员、影星

张应湘 曾任上海戏剧学院表
演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影
视话剧界著名导演、培养了王诗槐、
奚美娟、李媛媛、孙淳、尤勇、吴越、马
伊俐、刘子枫、魏宗万等优秀艺术家

苏宇 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
师、曾发表多篇论文、并收入中央戏
剧学院教师文库、培养了汤唯等大批
活跃在影视、话剧界优秀导演、演员

刘汁子 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
意媒体学院表演系教授、系主任、学
科带头人、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出
版专著《电影表演控制论方法》、培养
了徐静蕾、刘孜、陈坤、郭晓冬、黄晓
明、孙维、金巧巧、颜丹晨、何琳、姚

晨、童星叮当、小龙人、贾静雯、袁立、
邢岷山、刘岷、孔琳等众多影星

丁建军 山东艺术学院戏剧学
院院长、戏剧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表
导演教学

果扬 中传文广艺考培训中心
特聘高级讲师、国家级播音主持专业
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播音指
导、国家一级播音员

李雅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硕士、中央戏剧学院表扬系教师

赵兴科 山东艺术学院播音与
主持艺术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
师、主要从事戏剧语言艺术、播音主
持台词方面的研究与教育

董亮 山东艺术学院戏剧影视
学院团总支书记、播音与主持教研室
主任、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

周铁男 毕业与中央戏剧学院、
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独唱演员、曾

主演多部戏剧、电视剧、电影《三国
杀》形象代言人

赵艳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声
乐讲师、上海音乐家协会声乐专业委
员会委员、中国音乐剧研究会教学专
业委员会委员、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
乐艺术硕士

李泓良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中国儿童剧院话剧及影视导演、演
员、主演《建党伟业》、《士兵突击》等
多部影视剧，曾荣获文化部颁发的优
秀演员、编剧、导演奖

鲍玺 毕业于中国戏剧学院、曾
任吉林歌舞团主要演员、现任青岛广
电影视传媒艺术专修学院教师

另有多位来自北京电影学院、浙
江传媒学院的专家教授一同面试选
拔。

据了解，本次面试过后，青岛广
电影视传媒艺术专修学校将开设四

门课程，共招收：表演班(15人)、播音
与主持班(15人)、编导班(15人)、编剧、
艺管班(10人)。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7月17日下
午17：00结束

报名电话：0 5 3 2— 6 8 9 9 6 1 0 1
68996102 85702631

面试时间：7月18日上午9：00

发榜公布时间：7月19日下午16：00

面试合格学生将于7月20日上
午9：00正式开课，面试不合格考生全
额退款。

报名缴费地点：青岛广电影视剧
场(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内，宁夏路200

号)青岛市动漫产业园D座一楼。
开课时间：第三期艺考班授课时

间：7月20日—8月20日(节假日无休)8

月21日进行教学汇报演出)

上课地点：青岛广电影视传媒艺
术专修学校艺考培训中心

想成为大明星？名校教授帮你圆梦
多位国家级演艺名校教授齐聚岛城 艺术类学子火热招募中

“墙”讲故事，感受齐文化
世园会淄博园规划出炉，历史故事、文学名著用“墙”展出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蓝
娜娜 通讯员 逄梁) 10日，
世园会淄博展园“揭面纱”。据
悉，该展园主打历史文化牌，
通过各式各样的“墙”让游人
感受淄博作为齐文化的发祥
地的魅力。

10日，2014青岛世园会淄
博展园规划出炉。该展园位于
齐鲁园最南侧，占地1207平方
米，高差约为5至6米，东西最
大高差为9米。对此，设计师巧
妙运用地势高差，通过摆放不
同高低、不同角度的“墙”，使
整个景观空间形成多个有开
有合的空间。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家喻户晓的“孝妇河三名人”、
齐文化、当代国窑文化、稷下

学宫、沂源人以及现代化的淄
博等成为淄博园的主题。游客
顺着台阶向山上走，首先看到
一面雕刻着王渔阳文学作品
的青砖砌筑墙，接着是雕刻在
白墙灰瓦上的《聊斋志异》，墙
体内穿插陶罐以及镂空景墙
放置瓦片的独特设计，让该景
观墙体更具趣味性。游客最后
看到的墙与之前两面完整的
墙不同，第三面墙还原“稷下
学宫”景观，通过断壁残墙形
式展现，一口古钟随风而响，
让人身临其境。

此外，展园内还设置“沂
源猿人”景观雕塑群，通过现
代镂空的景观形式和连续的
摆放次序，让游人知晓人从猿
转变的过程。而展现当代国
窑——— 淄博陶瓷的陶瓷景观
墙 ，则 通 过 前 面“ 墙 内 嵌 陶
瓷”，背面“流水廊架增乐趣”
方式，让游人在自然中领略陶
瓷文化。

经营服务性收费

16项继续优惠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曹思扬)
10日，记者从青岛市物价局获悉，今年
继续降低经济合同公证等16项经营服
务性收费标准，其中城市规划技术服务
费收费标准最低，按不高于相关规定收
费标准的45%收取。

去年6月29日，青岛市政府下发《关
于进一步降低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的
通告》，决定自去年7月1日起，降低16项
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分别按不超过国
家、省规定收费标准的45%-90%执行，有
效期至今年6月30日。该政策实施以来，
在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优化岛城经济
发展环境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市物价
部门经过调查摸底，决定继续实施这一
惠企惠民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16项收费项目中，城市规划技术服
务费按不高于相关规定收费标准的
45%收取。土地价格评估收费，按不高
于相关规定收费标准的50%收取。建设
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按相关规定收
费标准下限的50%收取。建设工程交易
服务费按不高于相关规定收费标准的
65%收取。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按不高于
相关规定收费标准的70%收取。土地服
务类测绘收费、招标代理服务收费、工
程勘察设计收费、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
服务收费、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以及
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均按不高于相
关规定收费标准的80%收取。建设工程
造价咨询服务费以及质量检测费、公证
服务收费等费用按不高于相关规定收
费标准的90%收取。

8月免费看国宝级文物大展
三星堆、金沙遗址150件文物来青展出，展期到10月31日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杨
林) 铜纵目面具、戴金面罩青
铜 人 头 像 、金 沙 太 阳 神 鸟 金
饰……岛城市民将有机会近距
离观赏这些代表古蜀国文明的
神秘文物。8月1日至10月31日，
青岛市博物馆将集中展出四川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150件
文物，博物馆现面向社会招募
志愿讲解员。

10日，记者从青岛市博物
馆获悉，8月1日至10月31日，该
馆将引进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
博物馆和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大
型文物展《神秘瑰丽的古蜀王
国——— 三星堆金沙遗址珍宝
展》，向岛城市民展现距今三千
年前的古蜀文明，门票免费。

据了解，著名的三星堆出
土宽达一米半的铜纵目面具原
件、长逾半米的玉戈、玉璋等将
会空降青岛，而其他举世闻名
的出土文物如戴金面罩青铜人

头像、铜人首鸟身像和金沙太
阳神鸟金饰、金人面像、鱼纹金
带等两处遗址最具代表性的文
物将悉数亮相。本次展览以青
铜器、玉石器为主，还有人物与
动物造像、眼睛形器、玉石礼器
及金饰等，展出文物达到150件，
其中堪称国宝的国家一级文物
就有74件。

“这次展览是青岛市博物
馆时隔七年之后再度引进国宝
级文物大展。”青岛市博物馆工
作人员介绍，博物馆过去收门
票的时候，曾经引进过马王堆
汉墓、圆明园四兽首国宝、秦始
皇兵马俑等大型文物展。自2008

年免费开放后，由于不再收取
门票，大型文物展由于经费的
原因变得很难引进。今年青岛
市以专项拨款的形式拨给博物
馆专题展览经费，这次展览仅
借展费、运输费和保险费就花
费50万元，成为青岛市博物馆

历史上最昂贵的文物展览。
此外，本次展览将面向社

会特招一批志愿讲解员。凡是
年满18周岁，每周可至少提供

半天义务服务或三个月内可
累计提供一周志愿服务的社
会 各 界 人 士 ，皆 可 拨 打
88896286报名。

2013年6月23日，中国质量杂志社
主办的第七届“海洋王”杯全国QC小
组成果发表赛在广西省北海市举行。
国网莱西市供电公司带电作业小组
QC成果喜获全国QC成果发表赛二等
奖的佳绩。 （赵秀海）

莱西供电：

公司QC小组成果再获佳绩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工作人员在执
法过程中，执法人员严格依照法定权限
以人为本，文明执法，把清理核查出的
涉嫌违法生育的信息进行分类，选取主
动承认违法生育事实，积极配合的当事
人先行处理，对一些消极抵抗的违法生
育户征收中多用说服、引导、教育等方
式进行，以贴心的服务，消除其“就是不
缴纳，政府也无法”等侥幸心理。对一次
性缴纳社会抚养费确有困难的，在规定
的期限内为其办理分期缴纳手续，促使
其依法缴纳。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

坚持行政工作以人为本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纵目面具。

振华路街道：

精简会议，切实改进会风

街道秉着开短会、少开会的原则控制
会议数量，包括：可开可不开的会议一律不
开；时间或内容相近的会议合并召开；部署
会类的专项会议以文件形式下发方案。

街道严格按照自定的会议标准召开
会议，包括：与会人员提前将会议内容了
解透彻，提高参会效率；会上发言要精简

概括、突出民生，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
目的；严格控制发言时间。

街道按规定重新制定了各类会议的
经费预算标准，包括：与会议无关的费用
不能列入会议支出；与主题无关的文件资
料不得印发；会场布置一律从简，不摆花、
不做横幅。

景景观观墙墙效效果果图图。。((图图片片由由世世园园执执委委会会提提供供))

淄淄博博园园施施工工现现场场。。((图图片片由由世世园园执执委委会会提提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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