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6 教育 2015年8月3日 星期一 编辑：孔雨童 美编：夏坤 校对：周宣刚 今 日 烟 台>>>>

本报8月2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 2日，省招考院公布二本第
一次征集志愿投档情况，这次参
与征集的烟台其他高校都招满
了，唯独烟大 1 4个征集志愿，只
投了 1个人。之前投档“撑着了”
的烟大，这次在“喊饿”。

据了解，此次烟台共有四所
高校参与二本第一次征集志愿，
除了烟大外，其他三所高校都招
满了，而且成绩还不错。其中此
次投出的最高分文科588分被烟
台大学文经学院录走，高出一本
分20分，烟大文经学院此次理科
最高分563分高出一本线1分。其
他高校，如烟台南山学院和济南
大学泉城学院(蓬莱)均顺利完成
计划。

而此次烟台大学本科预科
班(招收边防军人子女)投放14个
计划，只投了1个人，其中文科计
划 4人，投出 0人；对比与烟大之
前二本第一次投档时的一路领
先，文理均爆满的情况，这次烟
大确实有点“惨”，网友戏称“撑”
也烟大，“饿”也烟大。

对此，烟大招办主任刘超
说，边防子女、民族预科等特殊
类型招生政策性比较强，此次没
有录满将继续第二次征集志愿，
按照以往经验最后均会完成计
划。

记者注意到，本次征集志愿
投出后，尚有部分艺术、体育类
院校生源不满，这些院校将通过
调剂来补充生源。8月4日9：00至
1 7：0 0将填报文理类本科二批、
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志
愿，文理类、春季高考、艺术类、
体育类专科批第一次填报志愿。
征集志愿缺额计划将于填报志
愿之前公布，教育部门提醒广大
考生根据自身情况按时填报。另
外，8月 3日，将公布文理类本科
二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二次
征集志愿缺额计划，专科填报资
格线。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在本科
二批第二次征集志愿时，第一条
二本线下 2 0分以内的考生均可
填报，即文科 4 9 0分、理科 4 7 0分
以上均可报考。不过，在实际录
取中，只有第二条二本线的考生
才能有机会被录取。

如如花花美美眷眷情情态态缠缠绵绵 英英雄雄儿儿郎郎柔柔肠肠百百转转
张派名家王蓉蓉领衔《状元媒》将上演

本报8月2日讯 (通讯员
马晓斐 记者 孔雨童 )
1 0月 1 7日，由烟台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
北京大桐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烟台大剧院联合承办，
烟台京剧院出演的明星版
传统经典大戏《状元媒》将
在烟台大剧院上演。届时，
京剧票友们可一睹著名张
派名家王蓉蓉和马派传人
杜鹏伉俪的精彩表演。

王蓉蓉，著名张派名
家，国家一级演员，第十一
届 中 国 戏 剧 梅 花 奖 获 得
者，曾经受教于王玉蓉、蔡

英莲、艾美君、马宗慧、张
玉英、万凤株，于1978年拜
张派创始人张君秋先生为
师。经典演出剧目：《状元
媒》《龙凤呈祥》《大探二》

《武家坡》。
杜鹏，著名马派传人，

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
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工
文武老生。师从王世续、杨
韵青、谭元寿、殷宝忠、叶
蓬 、朱 秉 谦 、杨 乃 彭 等 老
师。1 9 9 5年拜著名国画家
刘继瑛先生为师，1 9 9 6年
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王
金璐先生为师，2 0 1 1年拜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学
津先生为师。经典演出剧
目：《四郎探母》《状元媒》

《伍子胥》《大探二》《红鬃
烈马》。

而传统经典曲目《状
元媒》是著名张派大师张
君秋倾心创作的代表作，
自上演便成为经久不衰的
张 派 最 典 型 戏 码 。《 状 元
媒》主要内容讲述了杨延
昭和柴郡主的爱情故事：
宋王赵光义率郡主柴媚春
到边关射猎，被辽将擒住。
杨延昭由潼台经过，救回
宋王及郡主。大臣傅龙之

子傅丁奎也正赶来，宋王
误以为是傅救驾，乃将郡
主许婚。而郡主爱慕延昭
美俊；赠诗寄意，并以珍珠
衫相赠，因此成就了传世
的经典爱情。

本场演出现已开始售
票，票价为：480、280、180、
100、50元(本场演出为合作
项目，贵宾会员不享受降
档优惠 )，并推出480元 ( 280

元× 2张 )和320元 ( 1 80元×
2张)两档戏迷套票。搜索并
关注“烟台大剧院”微信公
众号，微信购票享九五折
优惠。

本报 8月 2日讯 (记者
李楠楠 ) 2日，烟台市中考
录取第三批次五年制和三二
连读高职录取结束，8月 4日
至 2 0日第四批次普通中专、
职业中专和技工学校展开录
取工作。

据介绍，今年共有131所
大中专院校在烟台市安排招
生计划5912人，其中有53所高
职院校在我市计划招收五年
制高职2086人，72所中专学校
在烟台市计划招收在三二连
读高职3610人，6所高校在烟
台市计划招收2+3高师216人。
由于今年烟台初中应届毕业

生数量减少，共有97所学校因
生源不足未完成招生计划，其
中驻烟13所学校给出征集计
划1754个。

凡参加烟台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未被前三个批次即3+
4本科、普通高中、五年制和三
二连读高职录取且达到烟台
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应届
初中毕业生均可报考征集志
愿。本次征集志愿以招生学校
自行发动生源为主，符合条件
的考生可直接与拟报考学校
联系。

今年烟台五年制高职、三
二连读高职招生录取按照语

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政治等6科全市统考课程首先
分别确定最低录取控制线，然
后从线上考生中按考生成绩
高低和招生计划数录取，其中
鲁东大学“3+4”本科只录取资
格审查和面试合格的考生。具
体为：2+3高等师范教260分，5

年制高职和三二连读高职100

分，且征集志愿学校生源范围
均为烟台市。

市招考中心向招生学校
投档后，考生一经投出，一律
不允许招生学校退档。已被
投档的考生，将由招生学校
通知考生报到并安排专业。

考生可凭学籍号和密码 (身
份证号后6位 )登录平台查询
第一批次3+4本科、第三批次
五年制和三二连读高职录取
信息。

凡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
考生一律不准改录。本次征
集志愿以招生学校自行发动
生源为主，符合条件的考生
可直接与拟报考学校联系，
烟台招生部门将不接受考生
个人的补报名。自8月4日起，
烟台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
工作将进入最后一个批次，
即普通中专、职业中专和技
工学校，至20日全部结束。

中中考考第第三三批批次次录录取取结结束束
明天起开始普通中专、职业中专和技工学校录取

小小学学新新生生入入学学报报名名有有疑疑问问？？看看这这里里
芝罘区教育部门发布入学政策解读

“撑”也烟大

“饿”也烟大

本报记者 李楠楠

8月1日，烟台芝罘区小学
报名启动，根据现场报名反映
的问题看，很多家长还是对芝
罘区今年义务教育段公办学校
招生政策不太了解，为此芝罘
区教体局选取了一些典型的问
题进行答复，方便广大家长更
好地了解招生政策。

1、户口落在祖父母 (或外祖父
母)家的怎么入学？

适龄儿童少年和其第一
法定监护人 (包括适龄儿童
少年的兄妹 )名下无房屋产
权，从出生落户 (出生落户的
时间必须在适龄儿童少年出
生 6个月内 )到入学，适龄儿
童少年及第一法定监护人之
一的户口一直随 (外 )祖父母
(适龄儿童少年和父亲或母
亲户口一直落在爷爷、奶奶
或姥爷、姥姥家且中间没有
发生户口迁移 )，同时三代一
直未曾分居(即未分户)，且爷
爷、奶奶 (或姥爷、姥姥 )的户
口和房证都属于本学区，可
安排在本学区学校就读。对
于祖孙三代户口一直落在一
起 (即未分户 )并同时由其他
地址迁入现学区地址的，迁
入时间必须满五年以上方可
安排在本学区学校就读。不
符合此条件的，由教体局根
据招生情况统一安排到非热
点学校就读。

2、居住公用廉租房的怎么入
学？

适龄儿童少年和其第一法
定监护人(包括适龄儿童少年
的兄妹)名下无房屋产权，截至
入学当年的8月31日，该适龄
儿童少年和其第一法定监护
人在公用廉租房(房管局所属
廉租房)连续居住满五年(以户
口迁入时间、合同签订时间以
及缴费记录为准 )以上，且适
龄儿童少年和其第一法定监
护人的户口一直在该公租房
内，可安排在公租房所在学区
学校就读。

3、户口系单位集体户口的怎
么入学？

适龄儿童少年户口落在
单位集体户口的由教体局根
据招生情况统一安排到非热
点学校就读。

4、无房户或户房不一致的怎
么入学？

适龄儿童少年户口随第
一法定监护人，且适龄儿童少
年和其第一法定监护人(包括
适龄儿童少年的兄妹)名下无
房屋产权，或者适龄儿童少年
及第一法定监护人户口与房
证不一致的，由教体局根据招
生情况统一安排到非热点学
校就读。

5、现役军人子女怎么入学？
适龄儿童少年的第一法

定监护人双方或一方为现役
军人、军队 (院校 )职工，适龄
儿童少年随第一法定监护人
居住军管房，居住地址及户口
均属于本学区且户口迁入时
间满五年以上的，可安排在本
学区学校就读，对于不符合条
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可到指定
接收现役军人子女学校就读，
或由教体局根据招生情况统
一安排到非热点学校就读。

6、拆迁户怎么入学？
对于适龄儿童少年第一

法定监护人所属房产处于政
府拆迁过程中尚未回迁的，凭
户口、拆迁合同等有效证明材
料，可在原户口所在地就读，
或由教体局根据招生情况统
一安排到非热点学校就读。

7、户口是芝罘区，小学在外地
就读的学生，回本区升初中怎
么报名？

户口是芝罘区，小学在外
地就读的学生，回本区升初中
必须在招生当年4月30日以前
取得我区小学学籍，或待我区
初中招生结束后(即招生当年
的9月1 5日以前 )由外地就读
的初中直接转入初中学校就
读。考虑到初中招生结束后，
一些学校班容量一旦达到上
限将难以再接受学生转入，建
议小学在外地就读的学生，若
回本区升初中，最好是在小学
期间办理转学回本区。

8、有家长说先就近上学，将来
转学，在这方面有没有相关政
策？

芝罘区义务教育段公办学
校全面禁止择校，学生入学(包
括中途转学)都要遵守按学区
入学的规定，学生转学要同时
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学生和
其法定第一监护人的户口簿和
房产证地址一致且属于转入学
校学区范围；(2)转入学校所在
年级的班额没有超出省定班额
小学45人(初中50人)的规定。

9、房产证没办下来，孩子上学
怎么办？

非芝罘区户口，在芝罘区
购买住房但尚未办出房产证
的，可持购房合同和发票、居
住证以及含有适龄儿童少年
和第一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
等证件材料于7月下旬 (具体
时间将提前通过媒体予以公
布)到教体局指定地点进行申
报登记，也可以自行到民办学
校联系就读。

芝罘区户口，在芝罘区
购买住房，但尚未办出房产
证，如果户口已经迁入该房，
可凭含有适龄儿童少年和第
一法定监护人的户口簿、购
房合同和发票等证件材料，
到房产所在学区学校联系入
学。否则，由教体局根据招生
情 况 统 一 安 排 到 非 热 点 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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