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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支倩
倩) 6月29日起，2014年章丘市
11651名初中毕业生的学业考试
成绩即可查询。记者从章丘市教
体局了解到，2014年章丘市5所
高中学校的总招生计划为7100
人，7月5日左右填报志愿，各高
中录取分数线在7月10日以后陆
续产生。

据了解，2014年章丘市初
三学业水平考试共设章丘中

学、一中、四中、五中、七中、一
职专、二职专、三职专8个考点，
3 9 3 个考场，1 1 6 5 1 名考生参
加。其中，1014名初三学生通过
前期的推荐生综合考核和面试
环节，已经成功拿到免试的高
中场券。

章丘市教体局基础教育科
科长韩雪介绍，今年章丘五所普
通高中计划招生7100人，7月5日
左右填报志愿，高中招生预计在

7月10日以后开始，各高中录取
分数线在7月10日以后陆续产
生，章丘市教体局会及时公布分
数线。

高中学校实行划片招生、合
理调控分配生源是章丘教育一
直遵循的招生办法。“公平公正
将贯穿考试之后的招生工作全
过程，做到招生政策、招生计划、
招生流程、招生时间、招生监督
电话、录取结果‘六公开’”。韩雪

介绍，除了章丘四中可以从推荐
生中不按片区招收100名优秀初
中毕业生外，其他学校只能在自
己的“势力范围”内招生。

记者了解到，2014年中考由
于物理和数学难度系数大，造成
平均分比往年下降了10余分。据
统计，章丘中考成绩530分以上8
人，520分以上47人，510分以上
202人，500分以上596人，加上推
荐生，500分以上1600人，在考生

减少700多人的情况下，占济南
市500分以上人数比例比去年有
所增加。据悉，2014年中考济南
市500分以上的学生较去年减少
了三分之一。

章丘市教体局提醒，7月1日
是中考成绩查询的最后一天，对
成绩有异议者，本人可以写申
请，盖学校和章丘教体局教育科
公章，到济南市第三职业中专即
阅卷点进行查询。

本报6月30日讯 (记者 支倩
倩) 6月30日，记者从章丘市教育
局获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将于7

月4日正式放暑假，高中阶段教育
学校于7月10日正式放暑假。2014

年秋季开学时间为9月1日。
为使各校做好学期结束工

作，章丘市教体局下发了关于2014

年做好暑期学校安全工作的通
知。《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高度
重视，把学生的安全教育和学校
安全管理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来
抓，克服麻痹思想，采取切实措
施，务必在近期集中进行一次安
全工作的再动员、再教育、再检
查、再部署，切实保证师生安全。

记者了解到，暑假前期，各学校
要结合“1530”安全警示教育的要求，
组织一次“健康度假，安全返校”主
题班会；印发一封以假期安全教育
为主要内容的《致家长的一封信》，
对学生的假期安全给家长提出明确
要求，要求学生将家长签字回执交
回学校存档；开展一次暑期安全知
识普及教育，安全教育以防溺水、防
暴雨、防雷击、防火灾、防触电、防高
温、防自然灾害、交通安全、文明上
网、饮食卫生等为主要内容，特别要
加强学生游泳安全教育，防止溺水
事件发生。

另外，《通知》要求各单位要主
动发出倡议书，发动社会、家长共同
关注学生假期安全，进一步加强与
社区、村委会、家长和水利、市政公
用、园林等部门的联系，共同做好学
生暑假期间的监管和教育工作，针
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要与家长和
有关部门签订《学生假期安全责任
书》，建立各负其责的安全工作防范
机制，努力构建学校、社会、家庭三
位一体的安全教育管理网络。

记者走访城区中小学校发现，
各校都在放假之前纷纷利用校会、
校园广播、校讯通等形式对学生和
家长进行安全知识教育，特别是把

“防溺水”的安全教育提到了首要位
置，以提升孩子们的假期安全意识。

初中小学

7月4日起放暑假
高中7月10日放假

高考理科709分的“女汉子”李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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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档案>>

姓名：李晓璇(18岁)

学校：章丘四中
分数：709(理科)

成绩面前很淡定

709分出自心态

“语文126分，数学143分，
英语143分，理科综合277分，裸
分689分！”来自章丘四中的李
晓璇高考成绩为689分，加上

“山东省优秀学生”的20分加
分，她成为了济南市理科第一
名，她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

6月29日，记者见到了李晓
璇，她穿着连衣裙，留着齐刘
海，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不时会
抿嘴一笑，面对记者的相机时
她显得有点拘谨，她给人的印
象就是一个普通的邻家女孩。
随着交谈的深入，却越发觉得
这位自称“汉子”的女孩，确有
不少过人之处。

“考试的时候一直劝自
己不能把高考当回事，也劝父
母不要太重视。”说起自己的高
考成绩，18岁的李晓璇并没有
记者想象中的那种兴奋，“主要
还是心态，就跟平常考试一
样，”。记者了解到，李晓璇的
父母都是普通工人，高考时
其父母执意要休班陪考，结

果都被李晓璇拒绝了。高考
成绩出来后，犹豫家里网速
慢，李晓璇选择放弃查询回
房间休息，此举让父母很是
无奈。最后，7 0 9分的高考成
绩还是被班主任告知的。

打牢基础

不参加任何校外辅导班

“自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
上的好孩子，课堂上由于和同
桌说话曾多次被老师叫起。”李
晓璇告诉记者，自己一直坚持
今日事今日毕的信条，学习上
遇到难解的问题，会主动和同
学去交流，进行自我反思，直至
全部消化。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高中
三年，李晓璇没参加过任何辅
导班。她认为，能把老师在课堂
上灌输的知识全部消化，就足
以应对高考。“她把课本上的知
识吃得比较透，基础打得很
牢。”班主任范向东告诉记者，
李晓璇看起来淑女，其实比较
活泼，在班里大家习惯称呼她
为“璇哥”。喜欢运动的李晓璇
会通过打羽毛球来调节自己的
心情。“每次当我学习累的时候
或者闲暇之余我就打羽毛球或
者发呆，始终让自己保持好心
情。”

而说到高中三年的学习生

活，李晓璇用“最后时刻的翻身
仗”来加以概括，这是因为她在
高三这一年成绩一直都在前五
甚至前十。“我的成绩虽然比较
稳，但一直以来我在各种考试
里都不是第一名，很多时候都
是考前五名什么的，最后的高
考发挥得挺好，算是打了一个
翻身仗吧。”

名校纷纷来抢

最终选择北大法学

据了解，6月24日高考成
绩出来后，清华、北大等各大
名校纷纷通过打电话或约谈
的方式游说李晓璇。“24日下

午5点左右，来自清华和北大
的 招 生 办 老 师 就 联 系 了 自
己，并来到母校向我介绍学
校的相关情况。”李晓璇告诉
记者，一直认为各大名校“掐
尖”的情况是发生在传奇人
物身上的，没想到竟然这种
传说发生在自己身上了。

李晓璇介绍到，虽然清华
大学也向她伸出了橄榄枝，但
因自己向往民主，喜欢与别人
争论，她决定报考北大的法学
专业。“我认为对的东西，一定
会坚持到底。”李晓璇说，高中
三年，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
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民主”的环
境，选择北大的法学专业能圆
自己的自由梦。

“进入高三后，自己始终没有在班里取得过第一名，
但我总是往好的方面想，努力让自己保持一个好心情。”6
月24日，高考成绩公布后，章丘四中理科二十二班学生李
晓璇以709的分数创造了今年济南市理科最高分。在接受
采访时，她说，好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一直保持的好心态。

文/片 本报记者 支倩倩

济南市理科第一名李晓璇。

出国劳务
美国、加拿大、

澳洲，劳务输出。
电话：58760952

唯慧茶苑
主营：铁观音、金骏眉、

台湾乌龙(高山茶)，

批发、零售，免费品茶。
地址：章丘市百脉豪庭北金色

童年北100米路东。

电话：18906446637

高中档生态鱼缸、鱼食、鱼药、水族器械、
沉木水草、观赏鱼、异型鱼、观赏螺、水晶虾

地址：鲁宏大道与宝岛街交叉口金都火锅王往南18米
QQ：1600557067 电话：13455332211

亚马逊水族

新 天 地 家 政
专业擦玻璃、单位家庭清洁、地板打蜡、皮革沙发清洁保

养、拆装家具、洗拆窗帘、沙发套 疏通下水道、热水器

除锈、油烟机洗修、水电暖、太阳能维修

13953139204 柴经理

闽泉茗茶
铁观音、普洱、大红袍、金骏眉、正山小种、

福建花茶、各种绿茶 自产茶园 原厂正品

地址：铁道北路中段农贸市场对面

电话：83205566/18654568566

招 聘
章丘祥意长安铃木4S店因业务扩展，现招聘销售

顾问数名，展厅经理一名，联系电话：83708888

小额贷款
应急周转、

房产中介、POS机
电话：13176665586

中华幼儿识字
让3-6岁儿童一年轻松识3000汉

字，能够读书看报；学、行、思教育。

宝岛分校：0531-61320678，

刁镇分校：0531-83518878。

捷亮安居门窗
专业门窗密封，防风防尘、隔音

保暖、国家专利。加工各种新型防盗

窗、复合防盗窗。平台防护、推拉防护。

电话：15253136088 18254126667

厂房转让
厂房1800平，5T航车两台，办公室450

平，土地七亩，出租出售。地址：相公镇。

电话：1390541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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