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高中一个班38人全过一本线
最低分考生都超过录取线44分，两名学生考上清华
本报记者 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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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考一批志愿填报完
毕，日照市实验高中原高三 33
班的 38 名高考生陆续收到全
国各地名校的录取通知书。据
了解，今年这个班 38 名高考生
的成绩全部过了一本线，最高
的 714 分，最低的 598 分，最低
分超过一本录取线 44 分，还有
2 名学生被清华大学录取。

每天三次跑操

保持良好状态
据日照市实验高中原高三 33

班班主任王贵兵介绍，为适应各个
分数段学生的学习需求，该校去年
开始推行小班制管理，从高三年级
理科生中抽调部分优秀学生组成了
这个高三 33 班。“小班不同于普通
的实验班或者尖子班，是学校创新
管理的一种新模式，这些学生都是
成绩拔尖的，小班制更能让学生找
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王贵兵告诉记者，班里一共有
38 名学生，其中，今年高考最高分是
王璐，总分 714 分，数学考了满分。
最低分也达到了 598 分，超过一本
线 44 分，全部学生都考入知名院
校，被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科技大学、山东大学等学校录取。

王贵兵说，在刚接手这个班级
时，他其实比较抵触。“这个班关注
度太高，而且我已经 5 年没当班主
任了，我担心带不好，心理压力特别
大，不过还是硬着头皮接过来了。”

虽然实行小班管理，但学校并
没有给他们一点特权，和其他班级
一样参加集体活动、保持规律的作
息，班主任王贵兵为了让学生们加
强锻炼，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把每天
2 次跑操改为每天 3 次跑操。

班主任一年瘦 15 斤

聊天帮学生减压
王贵兵说，对于这部分学生而

言，最重要是不是讲解基础知识，而
是引导他们从全局把握知识结构。
所以我及时调整自己的定位，将自
己定位为导师，每节课只讲十几分
钟，把时间交给学生。”

小班的学习气氛比一般班级要
更为浓厚，学生们之间暗暗较劲，往
往心理压力也会比较大。王贵兵坦
言，其实各个科目的老师心理压力
不比学生小。

为避免增加学生的心理负担，
王贵兵通常不开班会，也不当面找
学生谈心。而是经常在学生放学后，
守在路口，跟学生来个“偶遇”，趁机
和学生谈心。英语老师张生发现学
生们情绪低落时，带头在班里唱首
歌缓解紧张气氛。

一年里，王贵兵每年 11 点睡
觉，早上 5 点起床。“尤其是高考的
那几天，特别担心学生出现意外或

者发挥失常，直到最考完后一场考
试，才感觉绷了一年的神经终于放
松了。”这一年里，王贵兵瘦了 1 5

斤。

学生学习习惯好

知识点自成体系
提到学生们考上名校的秘诀，

英语老师张生说，孩子们的学习积
极性很高，根本不需要督促他们学
习，反而老师们经常要提醒他们多
休息，保持规律的作息。为此，老师
们不得不要求学生避免开夜车，早
上六点之前不得到教室学习。

张生说，学生们学习习惯都很
好，而且答卷规范，会很有条理地复
习、预习，对于不少问题都能提出自
己独特的见解。知识点能自成体系，
对于学习有总体的规划，这也是好
成绩的因素之一。

“我们总是告诉学生不要太关
注成绩，而是要关注如何修正和克
服学习中遇到的挫折和失误。”张生
说。

实验高中原高三 33 班师生合影。

本报 7 月 17 日讯(记者 张萍)

齐鲁晚报第二届暑期营销秀将于
本周日启动。通过卖报活动，体验职
业的艰辛，为孩子们提供成长的平
台，每天进步一点点，实现完美蜕
变。名额有限，欲报从速。

暑期营销秀是本报组织的大型
儿童卖报活动。参加活动的报童，本
报将以批发价将报纸批发给孩子，
每 10 元 30 份。每位报童每天可领
取 30 份报纸，也可根据需要申请增
加。

本报每天会在新市区和老城区
分别设 1 个报纸领取点，领取报纸
时间为早上 7 ：30-9 ：00 。孩子们可

根据自己的安排，自主选择时间、地
点将手中的报纸营销出去。卖报的
钱既可捐给乡村的贫困儿童，也可
自己支配。

本报第二届暑期营销秀将于 7

月 21 日启动，共 4 期，为期 28 天。
凡是小学 1 年级以上的中小学生均
可免费报名参加。本报还将为每一
位孩子免费发放印有统一 Logo 的
T 恤和太阳帽。报名时需提供身份
证号码，用于购买保险。

营销秀期间，本报将开设“卖报
日志”“报童故事”“营销小明星”“图
片 Show ”4 个板块，全面展示报童
们的卖报经历。《卖报日志》鼓励报

童们将卖报的心得感受写下来，刊
登在报纸上，在展示才华的同时，提
高写作水平。“报童故事”则是讲述
报童们在卖报过程中的奇闻趣事。

“营销小明星”是展示卖报成就，每
天卖报数量位居前 10 名的都能登
上排行榜，成为当日的营销小明星。

“图片 Show ”则是用镜头孩子们卖
报的精彩瞬间。

了解具体的活动详情，还可加
入齐鲁晚报日照妈妈群，群号为
230817037。报名可致电 18663392870。
报名地点：齐鲁晚报日照记者站(位
于日照市住建委东侧，丽城花园西
门沿街 105 房间)。

体验卖报生活 每天都有进步

暑期营销秀启动在即，赶紧来报名

17 日，岚山区“小草学堂”又开班了，在高兴镇潘家洼村
和巨峰镇后黄埠村，“小草学堂”举行了开班仪式。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岚山区已开设了 8 个小草课堂，分
布在 6 个乡镇，其中今年新成立了 5 个。“小草学堂”按照“小
草学堂+志愿者+农民工子女”的关爱模式，整合社会资源，延
伸关爱手臂，志愿者陪孩子们一起学习和游戏，让他们度过
一个充实的暑假。 本报实习生 韩鑫 摄影报道

“小草学堂”又开班了

本报 7 月 17 日讯(记者
张萍 通讯员 崔小飞)
17 日，记者从日照市人社

局获悉，日照市近日启动第
八批山东省特级教师选拔
推荐工作，评选名额为 1 5

人。特级教师除享受特级教
师津贴，每 2 年可享受不少
于 1 个月的学术假期。

据悉，特级教师评选范
围包括普通中学、小学、幼
儿园、师范学校、教师进修
学校、特殊教育学校、职业
中学、教学研究机构、校外
教育机构中的教师。主要面
向普通中小学教育教学第

一线工作的教师，不在教学
岗位的人员不纳入推荐范
围。

此次日照市特级教师
的推荐名额为 15 人，指导学
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累计获得 3 个及以上一
等奖项的指导教师，申报特
级教师不占所在地区申报
指标。特级教师评选重点是
教学一线教师，所占比例不
少于推荐总数的 80% ；兼任
学科教学的校长、园长(含副
职)的推荐数额不得超过总
量的 10% ，申报时不得占用
一线教师推荐名额。

日照将评选出

15 名省特级教师

本报 7 月 17 日讯(记者
张萍 ) 17 日，记者从日

照市教育局获悉，在全省首
次开展的中小学正高级教
师职称评审工作中，日照共
有 8 名教师通过评审，通过
人数和通过率均在全省名
列前茅。

据介绍，中小学正高级
教师，级别相当于高校中的
教授。此次中小学教师职称
制度改革完善评价标准，把

教书育人的工作实绩作为
职称评价的重要依据，注重
师德素养，注重教育教学工
作业绩，注重教育教学方
法，注重教育教学一线实践
经历。

据了解，通过评审的 8

名“教授级”中小学教师中，
既有知名的教学管理工作
者，又有从事中小学教育教
学研究工作的教研人员，还
有中小学课堂的一线教师。

日照 8 人通过中小学

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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