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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用心绘画 用爱执教

章章丘丘七七中中美美术术老老师师齐齐永永臻臻
国国画画《《圆圆梦梦》》入入选选全全军军美美展展
本报记者 支倩倩 实习生 张晓璐

《圆梦》入选全军美展
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家住淄博的齐永臻，毕业于山东师
范大学。2004年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章
丘七中的一位美术老师。执教13年来，
他在不断创作的同时也一直关注和参
加各类比赛提升自己。年初，齐永臻得
知全军美展的消息，他一边教学，一边
着手准备比赛。

经过反复琢磨，他确定以“航空”为
题，以表现国人对太空梦的展望。齐永
臻告诉记者，入选作品表现形式选择了
自己最擅长的水墨，造型上坚持严谨准
确的写实手法。这次创作获奖最大的体
会就是，没有大胆的突破和取舍，就不
会产生有感染力的美术作品。

据悉，全军美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中国美
协联合主办，五年一届。入选全军美展
意味着距离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又近了一步，这样的荣誉也是对美术老
师能力最大的肯定。

绘画教学两不误
帮众多学子圆大学梦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齐永臻在校期
间的空闲时间都用来画画，不断提升自
己的绘画技能。除了绘画，齐永臻在教
学上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爱心用来帮助
喜欢绘画的学生。他为了激发学生对美
术的兴趣，临摹美术教材上的一些名
作，给孩子更直观的视觉感受。

除了普通班的美术课之外，齐永臻
还担任了专业生的教学。他对艺术的热
爱也直接影响到了学生，他教的学生先
后被鲁迅美院、北京服装学院、山东
师范大学、山东工艺美院等学校录

取，每年的美术联考过关率几乎百分
之百。

感恩学校使我成长
努力做好自己

众所周知，章丘七中地处乡镇，受
条件限制，学校之前没有单独的画室，
为了让齐永臻老师有一个良好的创作
环境，学校专门设立画室。2016年齐永
臻向学校申请到北京进修一年，即使当
时学校师资有限，最终还是同意齐永臻
外出学习的要求。

一分付出一分回报。齐永臻持之以
恒潜心创作，学校默默无闻鼎力支持，
齐永臻在教好学生的基础上，不少国画
作品获奖并被《美术报》《羲之书画报》

《中国书画》等报刊所刊用。
“感恩学校使我成长，在接下来的工

作中我会用心画画，沉静自己，抓好教
学，回报学校，努力做好自己。”齐永臻说。

齐永臻，章丘七中美术老师。近日，36
岁的他凭借一幅航天题材的国画作品《圆
梦》入选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
年全国美术作品展暨第13届全军美术作品
展，这在章丘尚属首次。

作品《圆梦》。

一个农村娃的清华梦

章章丘丘中中学学刘刘士士杰杰被被清清华华大大学学录录取取
本报通讯员 曹延刚 魏方彬

7月10日，章丘中学喜讯
传来，2017届高中毕业生刘士
杰正式被清华大学工商管理专
业录取。据了解，刘士杰是章丘
区男子三级跳远纪录保持者，
2016年山东省中学生联赛跳
远、三级跳远双冠王，2016年
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跳远银
牌、三级跳远金牌获得者，并荣
获“全国中田赛优秀运动员”荣
誉称号。

“刘士杰是一个普通的农
村孩子，他在朝着梦想奔跑的
道路上，用坚持、拼搏、毅力将
一切不可能甩在了身后，实现
了人生目标。”章丘中学教练谭
俊青老师告诉记者。

据了解，作为一名体育生，
最初刘士杰是羞于谈及梦想
的，他认为高中生的梦想似乎
应该是学习尖子生的专利。然
而，当高中紧张有序的训练生
活开始后，当他得知章丘中学
宫克威等优秀体育生考入清华
大学后，当谭老师言传身教告
诉他青春应该有追求、有品格、
有坚持后，梦想开始在他心中
升腾——— 清华并不是遥不可及
的梦想，学哥宫克威的逆袭人
生也一定会再次华丽上演。

“梦想成就了他的追求，农
村孩子特有的坚韧则为他的成

长注入了动力。”谭老师介绍，刘
士杰把高中三年的青春挥洒在
了运动场刻苦的训练中，坚毅的
品质让他的成绩突飞猛进。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体育
生在很多人心中的标签，谭老师
则不这样认为，他时刻告诫刘士
杰，先天优异的身体素质，后天
刻苦的训练，固然能提升成绩，
但如果没有知识储备、总结反
思、科学训练，那他一定不会提
升突破，一定不会走远。

教练的谆谆教导让刘士杰
时刻保持着清醒头脑，为此，他
除了刻苦训练，还要花费比别
人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上，努
力丰富知识，掌握更科学有效

的训练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
刘士杰创造了章丘三级跳新纪
录，成为山东省学生联赛三级
跳远、跳远双料冠军，收获了全
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跳远银
牌、三级跳远金牌等成绩，并成
功考取了清华大学。

“实现清华梦想来之不易，
我真心感谢章丘良好的教育氛
围和学校师长对自己的关心、帮
助和支持。尤其是我的教练谭老
师，除了给予我科学、规范、严格
的训练和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
心外，更培养了我追求上进的决
心和坚忍不拔的毅力，这让我对
人生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认
识。”刘士杰深有感触地说。

章丘全面育人结硕果

330000余余名名高高中中毕毕业业生生被被重重点点院院校校录录取取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支

倩倩 通讯员 曹延刚 魏方
彬） 一年一度的高考录取工
作备受社会关注。目前，随着高
考志愿填报和录取工作的进
展，高考提前批录取结果已经
揭晓，记者从章丘区教体局获
悉，今年章丘将会有300余名
高中毕业生被 211、985等名
牌、重点院校录取。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章丘
中学毕业生刘士杰已被清华大

学录取，他是2016年全国中学
生田径锦标赛跳远银牌、三级
跳远金牌获得者，并荣获“全国
中田赛优秀运动员”荣誉称号。
章丘四中毕业生都宇泽被英国
剑桥大学录取，他先后获取了
剑桥大学和帝国理工大学的
电 子 工 程 和 计 算 机 科 学 专
业、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的经济系的入学
资格，最终情定剑桥。此外，章
丘四中还有4人被香港中文大

学录取，2人被中国科学院大
学录取，7人被多伦多等国外
知名大学录取。

据不完全统计，章丘考生
在军事类院校录取方面，2人
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1人被
空军航空大学录取，多人被信
息工程大学、航天工程大学等
军事院校录取。在艺术类院校录
取方面，3人被中央美术学院录
取，1人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1
人被中国音乐学院录取。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曹延刚
魏方彬） 前期，章丘区教体
局正式出台了《关于治理学
校（单位）及在职教师从事有
偿补课和违规有偿办班的实
施意见》。目前正值暑假，章
丘区教体局再放大招，局纪
委、职教办等责任科室按照
文件要求和相关提报线索深
入到各民办培训机构、镇街、
学校进行明察暗访，重拳打
击在职教师有偿补课和违规
有偿办班行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章
丘区教体局正式出台了《关
于治理学校（单位）及在职教
师从事有偿补课和违规有偿
办班的实施意见》，明确公
布了治理范围、内容、工作
要求和处理办法，还公布了
举报电话、邮箱和奖励办
法。实施意见正式向社会公
布后，章丘区教体局党委责
令章丘各学校（单位）认真
履行属地管理职责，不断强
化自查自纠，确保责任落实
到每一所学校（单位）和每一
位干部、教师。

与此同时，章丘区各学
校（单位）按照要求，即刻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相关
工作，干部、教师层层签订

《拒绝从事有偿补课和违规

有偿办班公开承诺书》。据了
解，学校（单位）主要负责人
公开向社会做出了郑重承
诺：坚决不利用双休日、节假
日等课外时间组织学生在校
内外进行有偿补课；坚决不
以各种名义组织学生参加各
种形式有偿补课；坚决不默
许、暗示、诱导、指使级部、班
主任、任课教师利用校内公
共教育资源或依托各种社会
培训机构及其他形式进行有
偿补课、违规有偿办班。

“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
严格按照实施意见规定的处
理办法严肃处理。”章丘区教
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区教
体局公布公开举报电话和举
报信箱，加强社会监督（举报
电话：83230221、83212849，举
报邮箱：jyjw123@126 .com）。
对查证属实的举报，给予举
报人每起1000元奖励（举报
人须提供详实完整、真实有
效的录音、视频等有偿事实
资料），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
予以保密。经举报、发现并查
证属实的在职教师和有关学
校（单位）组织、实施或参与
有偿补课、违规有偿办班的，
一律在教育系统内通报、清
退全部相关费用，并视情节
轻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
处理。

公开举报电话 专人明察暗访

区区教教体体局局治治理理教教师师

有有偿偿补补课课和和违违规规办办班班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李超 袁
冰） 暑假来临，为了让队员
们度过一个更有意义的假
期，章丘区福泰小学以实际
行动积极响应和支持济南市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在全校
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共创文
明城”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7月10日上午，福泰小学
的数十名小志愿者在辅导员

老师的带领下，走上街头，向
广大市民进行创城宣传，争
当“文明城市”小小宣传员。
活动中，小志愿者向市民发
放了“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
城”宣传彩页和《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市民应知应会》宣传
手册，倡导每一位市民做到
遵纪守法，爱护公物，不随地
吐痰，真正让文明深入每一
个人的内心。

福福泰泰小小学学创创城城宣宣传传员员在在行行动动

刘士杰在恩师谭俊青指导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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