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地市学生体质健康抽测合格率发布

烟烟台台市市为为8899 .. 33%%位位列列全全省省第第九九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李

楠楠) 记者从山东省教育厅
获悉，山东省教育厅近日通报
了2016年全省学生体质健康测
试抽查复核情况。其中，烟台市
学生体质健康抽测合格率为
89 . 3%排全省第九。

据悉，本次抽查复核，从17
市34个县 (市、区 )共抽取学校
153所，其中包括本科院校19
所、高职17所、中职15所、中小
学102所，实测学生7741人。抽查
复核项目包括小学五年级学生
的体重指数(BMI)、肺活量、50
米跑、坐位体前屈、1分钟跳绳、
1分钟仰卧起坐、50米×8往返
跑；初中、高中、大学学生的体
重指数(BMI)、肺活量、50米跑、
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引体向
上(男)/1分钟、仰卧起坐(女)、
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

抽查结果显示，中小学男

生身高与小学女生身高有所提
高。与2014年全省学生体质调研
数据相比，中职男生身高略有
下降，降低了1厘米，其他各年级
男生身高均有不同程度的增
加，均值差在0 . 2—0 . 9厘米之间；
小学女生身高增加了1 . 5厘米，
初中、高中、本科女生身高基本
没有变化，中职、高职女生身高
略有降低，均值差在0 . 1—1 . 2厘
米之间；体重各年级均有不同
程度提高，提高范围在0 . 6—2千
克之间；BMI指数小学女生降低
了0 . 9，其他各年级提高了0 . 3—
0 . 9。男女生身高、体重和BMI指
数均高于全国水平，身高差异
男生在1 . 9—5 . 4厘米之间，女生
在0 . 3—4 . 6厘米之间；体重差异
男生在4 . 1—6 . 7千克之间，女生
在2 . 5—4 . 4千克之间；BMI指数
差异男生在0 . 8—1 . 4之间，女生
在0 . 6—1 . 0之间。

肺活量除高职男女生外，
其他各年级男女生均有所提
高。速度素质 ( 50米跑 )略有提
高。柔韧素质(坐位体前屈)中职
男生有所下降，其他各年级均
有所提高。爆发力(立定跳远)：
高中男女生略有下降，中职男
女生降低较为严重，其他各年
级均有所提高。力量素质高校
男生和中小学女生均略有提
高。耐力素质(50米×8往返跑、
800米跑、1000米跑)中小学及本
科学校男女生均有所提高。

中小学生肥胖率、中职与
高校学生体质健康抽测不及格
率偏高。中小学生肥胖检出率
较高。在抽测的学生中，男生超
重率、肥胖率均超过10%；女生
超重率均超过10%，肥胖率在9%
左右。

中职与本专科学校学生体
质健康测试不及格率偏高。抽

查结果显示，2016年全省学生体
质健康状况抽查平均得分为
72 . 8分，合格率为87 . 8%，其中良
好率为22 . 2%，优秀率仅为4 . 1%。
中职学生不及格率 为16 . 9%，
高职学生不及格率高达32 . 9%，
本科学生不及格率为14%。中职
学生身体素质五项指标均有不
同 程度下降，高职学生呼吸
机能、力量耐力和心肺耐力均

有所下降，反映出中职、高职学
校和部分本科院校对学生的体
育锻炼重视不够，体育课和课
外体育活动质量不高，学生运
动时间严重不足。

整体看，17市学生体质健
康抽测平均分，烟台市获得
74 . 3分排全省第六。17市学生体
质健康抽测合格率，烟台市为
89 . 3%排全省第九。

C04

开开发发区区初初中中今今年年计计划划招招5522个个班班
租赁住宅居民也可以根据学区就近入学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李
楠楠) 记者从开发区教体局获
悉，根据生源数量和学生家庭
分布情况，确定开发区2017年初
中一年级招生计划为52个班，与
其他区不同，开发区租房居民
也能根据学区就近入学。

据介绍，全区初中招生时
间定于8月5日，今年开发区第一
初级中学招收8个班，第二初级
中学招收8个班，第三初级中学
招收8个班，第四初级中学招收5
个班，第五初级中学招收5个
班，实验中学共招收18个班，其

中东校区6个班、西校区12个班。
初中学区划分以2017年6

月30日前教育体育局验证的学
生家庭住址(以住宅房产证明
材料为准)或者租赁住宅地址
等信息为依据。各初中学校要
严格按照教育处下发的招收学
生名单及学生入学通知书进行
相关材料核验，不得私自接收
名单以外的学生。

开发区户口租赁住宅的入
学需要提供：户口本(户口不在
同一户口本等不能明确家庭成
员关系的，需提供孩子出生证

明或家长结婚证)；学生及父母
在开发区的无房证明；辖区居
委会出具的《房屋租赁合同登
记备案证明》。

非开发区户口、租赁住宅
的入学需要提供：户口本(户口
不在同一户口本等不能明确家
庭成员关系的，需提供孩子出
生证明或家长结婚证)；家长一
方在开发区的居住证(烟台市
六区以外户口)；辖区居委会出
具的《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
证明》；学生及父母在开发区的
无房证明。

市市区区小小学学新新生生入入学学报报名名结结束束
“幼小衔接”有学问，家长应该做好准备工作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李
楠楠) 5日开始，芝罘区小学
报名启动。7日报名结束。报名
结束后，大部分学校会在8月31
日开始报到，学校会根据实际
情况开家长会，分班，各个任课
老师跟学生见面等。

5日是芝罘区小学报名首
日，由于各学校采取了“叫号”
报名的方式，现场不见了过去
一早排队的场景，秩序井然。又
一轮幼升小入学季到来了，你
家的孩子做好升学准备了吗？
从幼儿园升到小学后，由于习
惯了以往较为宽松舒适的幼儿
园生活，在小学严格的作息时
间使一些孩子会出现诸多的不
适应，家长该怎样做才能让小
孩子从幼儿园逐步顺利过渡到
小学？

在儿童从幼儿园进入到小
学前，很多家长都会忽视孩子
的学前教育引导。一旦儿童入
学后，就会出现“上学哭闹、上
课打瞌睡、注意力不集中、下学
不能自主完成作业”等问题，家
长又非常苦恼。教育专家提醒
家长：不当的家庭教育容易让
孩子出现紧张、焦虑等情绪问
题，甚至可能引发学生厌学情
绪。

记者了解到，不少刚入小
学一年级的新生都会出现一些

问题。不少小学老师也向记者
反映，每个小学都有那么一部
分孩子刚来时不适应：哭闹、不
能融入课堂、趴在桌上情绪低
落、课后不愿做作业等。这些，
都是幼小衔接不顺畅造成的。

那么家长该怎样做才能帮
助孩子从幼儿园顺利地进入到
小学呢？教育专家建议家长，提
前让孩子做好心理准备，积累
知识，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家
长应与老师相互配合，要让孩
子做好心理准备；通过鼓励，让
孩子们向往小学，以上小学为
自豪。刚入学的学生一般弄不
清楚拼音、数字等符号的意义，
因此对学习不感兴趣。而理解

能力的培养在于大量阅读的积
累。家长一定要养成为孩子读
书并提问的习惯。还可从生活
的点点滴滴，培养孩子的语言
能力、计算能力。

除了让孩子做好准备迎接
上小学，家长自己也应该做好
充分的心理准备。家长不要简
单地埋怨和责怪孩子，不能用
语言去攻击孩子，哪怕孩子暂
时落后了，也不要慌张和焦虑，
以免这些不良情绪影响孩子。
家长可以多和老师沟通，多跟
孩子进行一些积极正面的聊
天，多肯定孩子的进步与努力。
只有这样，家长才能真正帮助
孩子更快适应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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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山小学新生报名现场，老师现场面试。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序号 市 合格率（%） 序号 地市 合格率（%）

1 潍坊市 96 . 0 10 莱芜市 88 . 0

2 滨州市 93 . 4 11 临沂市 87 . 8

3 淄博市 93 . 2 12 德州市 86 . 6

4 威海市 92 . 3 13 聊城市 85 . 5

5 枣庄市 91 . 5 14 济宁市 84 . 2

6 东营市 91 . 0 15 日照市 80 . 9

7 泰安市 90 . 6 16 济南市 78 . 9

8 青岛市 89 . 3 17 菏泽市 78 . 3

9 烟台市 89 . 3

今年《2017名校名师名
卷》中语文模拟试卷(二)押中
2017年山东高考作文。

据悉，2017年山东省普通
高考外语、文科综合和理科综
合使用全国卷，山东省自行命
制语文、数学科目的试题。到
2018年，山东省高考的语文和
数学科目也将使用全国卷。

除了今年押中高考题外，
2016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与

全国Ⅰ卷文科数学相似题型
总计111分，相似度高达74%。
2018年高考即将开始，目前高
二准高三生暑假可以利用这
样一套模拟卷找找感觉。

《名校名师名卷》文科和
理科每套4科4册，售价198元，
省内省外邮费均为10元，需要
邮寄共付208元，统一邮寄。

《名校名师名卷》咨询预
订电话：6610123。

高高三三前前暑暑假假提提升升，，做做题题很很重重要要

《22001177名名校校名名师师名名卷卷》开开卷卷有有益益

8月2日，山东省教育科
学“十三五”规划2016-2017年
度重大招标课题———《山东
省中小学生艺术素质评价体
系构建与实施策略研究》课
题开题会议在烟台市举行。
教育部和山东省、烟台市有
关专家教授，课题核心成员、
各项子课题第一、第二主持
人参加本次开题论证会。

本次开题论证会由烟
台市教育局体卫艺科孙立
斌科长主持，课题主持人于
伟主任代表课题组作了开
题报告。报告从烟台市的艺
术素质测评工作、课题研究
目标、研究内容、研究路线

方法、研究阶段、预期成果
和研究的有力保证等方面
进行了系统汇报。

各位专家充分肯定了
课题组对课题研究所做的
前期准备工作，一致认为课
题符合开题的各项要求，同
意开题，同时也对课题下一
步的研究给出了建议，希望
作为山东省的重大招标课
题，各项研究工作要有全省
视野，充分调研，深入了解
全省各地市的实际情况，力
求让研究成果为山东省教
育厅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
依据。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李继秀

山山东东省省中中小小学学生生艺艺术术素素质质评评价价

研研究究课课题题开开题题会会议议在在烟烟台台举举行行

教教育育部部社社科科委委法法学学学学部部

22001177年年度度工工作作会会议议在在烟烟召召开开

8月4日-5日，由教育部社
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主办，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
中心和烟台大学共同承办的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
学部2017年度工作会议暨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法学)重点
研究基地主任联席会议”以及

“依宪治国、依法执政，深入推
进法治中国建设”学术研讨会
在烟台召开。教育部社会科学
委员会法学学部委员、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法学学)重点研
究基地主任、相关高校主管科
研工作的校领导和部处负责
人以及部分特邀学者等70余
人参加会议

8月4日下午，教育部社
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2017
年度工作会议举行。8月5日
上午，“依宪治国、依法执政，
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学
术研讨会举行该会议分为三
个单元举行，分别由张恒山
教授、姜明安教授、朱新力教
授、杨小军教授、张千帆教
授、杨曙光教授、于安教授、
毕雁英教授和李本森教授等
围绕会议主题作了详尽的学
术报告并接受评议，最后由
姜明安教授和范李瑛教授作
会议总结。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实
习生 张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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