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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2016年推荐生名单公示

333355名名初初三三毕毕业业生生免免试试直直升升高高中中
本报6月1日讯（记者 李

飞） 6月1日，济南市教育局在
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济南市2016
年推荐生试点学校招收推荐生
名单公示》，市区共有335名初三
毕业生拿到了8所推荐生试点学
校的免试直升“入场券”，比原计
划334人多了1人。

其中，省实验中学93人、山
师附中27人、济南一中38人、济
钢高中38人、济南外国语学校
60人、济南外国语学校三箭分
校24人、历城二中10人、济南中
学35人、历城一中10人。由于济
南外国语学校三箭分校存在成
绩并列的考生，因此该校比原

计划23人多录取1人。
据了解，为推进学生评价

制度改革，探索多样化的招生
录取方式，根据《济南市2016年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
要求，山东省实验中学、山师附
中、济南一中、济钢高中、济南
外国语学校、历城二中、济南中
学、历城一中这8所学校作为推
荐生试点学校，进行初中优秀
毕业生推荐试点工作。

凡综合素质评价优异符
合推荐资格的市区（历下、市
中、槐荫、天桥、历城三中、历
城六中、历城双语实验学校、
济钢鲍山学校、高新区第一

实验学校、高新区第二实验
学校、高新区第一中学）初中
优秀毕业生，经毕业学校推
荐和招生学校审核同意后可
免试直接升入招生学校。

在初中学校推荐的基础
上，各推荐生试点学校经过认
真审查考核确定了本校招收推
荐生名单，并通过校务公开栏
和学校网站进行了三天公示，
均无异议。6月1日，济南市教育
局通过官方网站对上述8所学
校审查通过的335名推荐生名
单进行公示,欢迎社会监督。监
督电话：6 6 6 0 8 0 2 4，邮箱：
fangkuiming@163 .com。

本报6月1日讯（记者 李
飞） 6月1日当天，省城小学、幼
儿园纷纷为孩子们庆祝节日。齐
鲁晚报记者了解到，与往年千篇
一律的联欢会庆祝方式不同，今
年学校庆祝节日的形式更加多
样，安排更为人性化。为了躲避
高温，有的学校还将庆祝活动改
在室内举行。

为了把“六一”的快乐还给
孩子，济南市阳光 100 小学组
织了“班级风采展示”活动。新
颖、有趣的 T 台走秀，1200 余
名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尽享节
日的快乐。“儿童节不再是少数
学生的舞台，每一个孩子都能
充分展示他们天真、活泼的个
性。”校长史俊表示。

当日，济南市音乐家协会、济
南市作家协会走进解放路第一小
学，为学校捐赠图书500册，同时
为学校“作家书架”和“济南作家
音乐家新作品示范基地”授牌。

济南市纬二路小学别出心
裁地以“主题课程成长分享活
动”作为儿童节的节目。学校给
每一个学生都提供了展示平台，
各年级分别进行主题课程汇报，
整个活动全部由学生主持。

为了躲避高温，济南市东方

双语实验学校把庆祝活动搬进
了教室内。一年级开办“易物”市
场，二年级开展才艺展示活动，
五年级的现场水果拼盘比赛精
彩纷呈，六年级的英语Party让儿
童节“洋气”了不少。

山师附小则为60名“附小小
名士”颁发奖杯和证书。这些附
小小名士经过自主申报、层层选
拔，最终脱颖而出，他们中有的
是“品德类小名士”“学习类小名
士”，有的是“科技环保类小名
士”“体育类小名士”。

济南育秀中学小学部选择在
儿童节这天举行2015级少先队入

队仪式，380名小学生成为新队
员。学校还与市中区档案局携手，
举行了“寄存梦想”活动，同学们
手拿梦想卡，给家长说出梦想，一
起把“梦想”装入档案袋。

济南育文中学小学部的学生
则离开自己的班级，按照“课程路
线图”进行课程体验之旅。一上午
的时间，每名同学体验四种不同
的课程，每次体验二十分钟。

历下第一实验幼儿园、育贤
一幼等幼儿园的庆祝形式除了
文艺节目，还有新颖、有趣的游
戏活动，让每个孩子都有参与展
示的机会。

本报6月1日讯（记者 李飞
通讯员 侯学林） 日前，第

16届ROBOFEST世界机器人锦
标赛在美国劳伦斯科技大学举
行。大赛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
200多支代表队参加，420多名参
赛选手进行7个大项12个小项的
角逐，共产生金牌12枚。济南实
验初中代表队最终夺得机器人
相扑赛初中组冠军。

ROBOFEST国际机器人大
赛是由美国汽车电子知名大学
劳伦斯理工大学创始的国际机
器人竞赛项目，融合了教育性、
科技性以及国际性，是一场独具
特色的竞赛和活动，距今已拥有
16年历史。学生控制独立设计制
作机器人，在众多比赛项目中各
显身手，争夺好成绩挑战自我。
比赛分少年组（3-8年级）、青年
组（9-12年级）以及大学组。

本次大赛由常规赛、创意
赛、视觉赛、相扑赛、巡线赛、全
球机器人艺术节及未知赛多部

分组成。济南实验初中吕天洋、
徐尚晖、李俊霖三名选手在任云
霞、路国刚老师的带领下，参加
了机器人相扑、机器人高尔夫两
个大项的比赛。

据介绍，这两项比赛具有
极大未知性和挑战性，比赛当
天才公布相扑赛的特殊规则及
高尔夫球的摆放位置。参赛选
手要在30分钟内完成所有任务

的程序编写，这对选手们而言
是专业知识能力及临场应变能
力的综合检验，也是选手们综
合实力的体现。

相扑赛共有43支队伍参
赛，济南实验初中的机器人经
过数轮挑战，成功晋级。最终，
经过师生的拼搏努力，济南实
验初中代表队夺得机器人相扑
赛初中组冠军。

本报6月1日讯（记者
李飞 通讯员 国书静） 5
月31日，济南市纬十路小学
举行山东省“王羲之书法特
色学校”授牌仪式暨庆“六
一”师生书法作品展。

会上，山东省书法家协
会相关负责人宣读了关于

命名济南市纬十路小学为
“王羲之书法特色学校”的
决定并揭牌。纬十路小学
1990年便设立了书法课程，
将书法艺术引入课堂，学
校有专职书法教师 ,十几年
来培养了多批书法艺术特
长学生。

本报6月1日讯（记者
王光营 通讯员 宋波龙）
“六一”儿童节前夕，由省

家庭教育研究会和山东英才
学院共同发起的“0-3岁婴幼
儿早期教育研究中心”挂牌
成立，“英才贝贝实验基地”

同时启用。
启动仪式还举办了“小手

拉大手省城宝宝校园体验公
益活动”，英才学院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教工、全省各地20
多所幼教机构负责人及婴幼
儿家长近千人参加了活动。

本报6月1日讯（记者
李飞 通讯员 艾国庆） 5
月31日，天桥区教育局举行
了天桥教育信息网络中心启
动仪式。

教育信息网络中心分别
设有中心机房及控制室、虚拟

化演播室、编辑制作室、录播
及远程会议室、多功能室等。
其中虚拟化演播室可以将电
视摄像与三维虚拟场景相结
合，完成精品教育资源制作和
共享。远程互动系统可以实现
视频会议及远程异地同步。

走T台、玩英语Party、开“易物”市场……

孩孩子子过过““六六一一””，，不不再再全全是是联联欢欢会会

世世界界机机器器人人锦锦标标赛赛济济南南娃娃夺夺冠冠了了
济南实验初中代表队三名选手获冠军

济济南南市市纬纬十十路路小小学学
被被授授予予““书书法法特特色色学学校校””

省省城城挂挂牌牌成成立立早早教教研研究究中中心心

天天桥桥教教育育信信息息网网络络中中心心启启用用

济南市纬二路小学举行传统服饰展示。本报记者 李飞 摄

师生夺冠后合影。（学校供图）

本报6月1日讯（记者 尹
明亮） 1日下午，20多名齐鲁
晚报小记者来到济南市黎明
学校，为这里的智障孩子送上
节日礼物，共度儿童节。

“谢谢小妹妹！”当拿到
齐鲁晚报小记者送上的熊猫
玩具和水杯时，小宏满脸笑
容，曾经和爸爸妈妈在动物
园看过大熊猫，没想到儿童
节真能收到一个大熊猫玩
具。虽然智力发育迟缓，但在
这个儿童节，小宏也感受到
了祝福。

小飞和小洋两个小姑娘
都对公主情有独钟，虽然非常
内向，但当她们收到来自齐鲁
晚报小记者的礼物时，脸上的
拘谨一扫而空，把自己梦寐以
以求的卡通读物拿在手里，小
洋笑得合不拢嘴。梦想得到一
个公主图案铅笔盒的小飞没
想到除了铅笔盒之外还收到
了一个漂亮的公主娃娃礼物，
两个齐鲁晚报小记者轮番和

她合影留念，这个原先看见生
人就害怕的小姑娘也放松了
下来，每一次拍照都露出自信
的表情。

齐鲁晚报小记者们还送
来了玩具汽车，没怎么玩过
玩具的小超也收到了玩具和
文具。

除了本报“千童千愿”活
动征集的这六个孩子的梦
想，其他有残疾的孩子也收
到了来自齐鲁晚报小记者的
一份儿童节礼物。“部分孩子
放假，齐鲁晚报小记者送来
的礼物不能全部及时交到孩
子手中，等都来上学了，他们
一定会为这些礼物感到高
兴。”学校王老师告诉齐鲁晚
报记者。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
祖国的花朵，也应该和我们一
样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齐
鲁晚报小记者房欣航将手中
的小火车送给一个小哥哥，自
己也收获了一分满足。

齐齐鲁鲁晚晚报报小小记记者者
变变身身““爱爱心心使使者者””

“千童千愿”爱心活动走进济南市黎明学校

齐鲁晚报小记者为黎明学校的哥哥姐姐们送来礼物。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千童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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