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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高高校校开开学学来来了了一一群群““0000后后””
其中一所高校一下来了127个“00后”新生，最小的15岁就来上大学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曾几何时，“80后”感慨自己已经“老”了，可一瞬间，“90后”也不得不感慨自己被“00后”拍在了沙滩上。从9月初开始，烟台各大学校园迎来了

密集新生报到期。令人感叹的是，“00”后的孩子长大了，在今年大学入学新生中，已经有相当比例的“00后”，其中最小的只有15岁。

“00后”开始

成规模地登上大学舞台

9月1日，山东工商学院新
生开始报到，来自山东济宁微
山县的李坤今年只有15岁，是
山东工商学院年龄最小的新
生。

“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就是上学比较早，我4岁就上
小学一年级了。”李坤说，“那
时候，个子长得比较高，看起
来跟大孩子一样就和他们一
起上学了。另外上初中的时候
跳了一次级。由于在班上是年
龄最小的，老师和同学都比较
照顾。”

李坤说，“自己上小学的时
候学习并不太好，临近中考的
时候知道学习了，考上了一中，
后来上高中就按部就班学习
了。”李坤今年高考理科考了
486分，被山东工商学院信息与
电子工程学院自动化专业录
取。

无独有偶，在滨州医学院

烟台校区，也来了一名15岁的
大学生。在药学院新生报到现
场，记者看到了一个娇小的身
影，明显比其他学生矮很多。原
来，她就是该校今年年龄最小
的一名新生，名叫李秀秀，来自
山西大同，今年高考考了474
分，2002年出生，如今刚刚15
岁。

同样，在烟台大学开学现
场也有一位15岁大学生，来自
四川的胡雯是烟台大学环境与
材料工程学院2017级新生，“我
就背了一个双肩包，拖着行李
箱，还抱着我的娃娃就上火车
了。”胡雯告诉记者，她的家乡
在四川省南充阆中市，由于没
有到烟台的直达火车，只能在
西安中转，一折腾就是40个小
时。胡雯说，她也是四岁上学，
中学跳了一级。

9月3日，记者在山东商务
职业学院新生报到现场，了解
到这样一组数据，该校今年录
取的近5000名新生中，有127名

“00后”，其中最小的也只有15
岁。

“00后”来袭

学校已经做好应对

据报到现场的老师说，年
龄小的新生一方面是因为此
前一些地方对小学入学年龄
限制不严，另外就是学有余力
跳级。随着近年来学籍制度改
革的进行,每个学生都有了统
一的电子学籍。教育主管部门
不鼓励孩子跳级,对这些孩子
来说,能提前考进大学的机会
就少了。

“00后”大学生的整个成
长过程伴随着互联网不断更
新发展，他们的物质生活富足
充裕，个性更加独立，视野更
加开阔，认知更为多元，思想
更为复杂。看似对学习、生活、
交友等漠不关心，其实有着深
刻独立的自我判断，很难被他
人影响改变。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副院
长陶传蔚告诉记者：“学校对

‘00后’将成为大学生的主体
早就做好了预判，时代的在进

步，学校也要积极改变。首先，
学校要更加突出以生为本的
办学理念，为学生提供多样化
的选择，满足‘00后’大学生个
性化的成才需求；其次，要进
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大力
支持学生社团发展，让‘00后’
大学生在大学校园张扬个性，
提高能力”。

大学送走了“80后”，即将

送走“90后”，迎来“00后”们。据
悉，今年的新生中绝大部分都
是上世纪90年代末出生的孩子
们，其中一部分是1998年下半
年出生的，另一部分是1999年
上半年出生的，还有少部分
2000年以及以后出生的，无论
怎样，2017年“00后”大学新生
已经正式成规模地登上大学舞
台。

车车展展买买车车前前，，这这几几步步准准备备工工作作要要做做到到
2017烟台国际汽车工业

展将于9月14日-18日在烟台
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幕。本次
车展，主办方将斥巨资打造隶
属于烟台的车生活车文化的
享受盛典。众所周知，车展是
买车的最佳时机，本次车展主
办方又如此倾力打造，优惠力
度必然不小，实在是不可错过
的买车良机。作为消费者，买
车需要提前做好几步准备呢？
第一步：算清楚购车优惠价值

一般情况，车展是汽车优
惠活动的集中爆发节点，哪怕
是某些因为货源紧缺而导致
加价或者需要长期等车状态
的车型，也会在车展上补出措
施，比如减少加价幅度、缩短
等车时间等。所以，车展购车
有优惠是毫无疑问的，你需要
做的仅仅是在同级别的两个

或者多个车型之中进行对比，
分析选出最实惠的一个。
第二步：对自己的需求足够了解

车展买车作为一个重大
的消费决定，当然不能马虎草
率。所以你一定要事先想好买
车的用途是什么、接受的价位
是多少、买两厢车还是三厢
车、打算使用多少年等。不同
的用途决定着你购车时的选
择，而用途定位也决定着汽车
的价位。
第三步：明确买车目的

车展前一定要知道自己
买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代
步？家用？外出？郊游？还是商
务使用？比如代步用车，要提
前掌握平时需要多少空间、有
多少人乘坐。也需要确定自己
喜欢的风格是居家实惠，还是
运动型。

第四步：确定车型
目前市场车型主要分为

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
型车、中大型车、SUV、MPV、
跨界车以及跑车等。假如需要
购买一款经济实惠的代步用
小车，可以在微型、小型车之
中选择。

车展上购车有很多选择
余地，不免让人产生眼花缭乱
的感觉。消费者在展前需要定
位好自己的意向车型，计划好
大致购车预算，在买车时看清
优惠力度和政策。此外，售后
服 务 和
后 期 保
养 事 宜
还 是 需
要 具 体
了 解 清
楚。

今今年年烟烟台台新新高高一一高高中中三三年年““课课程程表表””出出炉炉
每学年41周，毕业学分144分，必须开设音乐、美术课程

本报9月4日讯(记者 李
楠楠)4日,省教育厅下发《山东
省普通高中2017级学生课程
实施指导意见》,高中课程由必
修、选修I、选修Ⅱ共三类课程
构成,毕业学分为144分。

针对2020年的新高考,山
东基于高中教育定位以及新
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的基本
要求,对2017级学生的课程教
学进行三年一贯整体设计,既
关注共同基础课程的学习,也
关注选择性课程的学习,确保
学校课程安排、学生选课以及
学业水平考试和新高考的内
在一致性。

根据各学科课程标准,一
般1个模块教学时间36学时可
获得2学分,1个专题教学时间

18学时可获得1学分。
在学制和学时安排上，省

教育厅规定，普通高中学制为
三年。每学年分两学期，每学
期是否分学段安排课程，由学
校根据实际自主确定。每学年
41周，每周35学时，每学时按
45分钟计，每学年共64575分
钟。

模块教学时间安排一般
为18学时的倍数，一般一个学
科每周4学时、2学时或1学时。
高中学生完成相应课程规定
学时的学习并考核合格，即可
获得相应学分。学生毕业的学
分要求为144学分，其中，必修
课程88学分，选修Ⅰ课程不少
于42学分，选修Ⅱ课程(含各
学科课程标准中选修Ⅱ模块、

专题教育及地方课程、校本课
程)不少于14学分。

在课程设置上，省教育
厅规定，普通高中课程由必
修、选修 I、选修Ⅱ三类课程
构成。

开设的科目又有哪些？
根据省教育厅介绍，普通高
中开设语文、数学、外语、思
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
学、生物、技术(含信息技术
和通用技术)、音乐、美术、体
育与健康科目和综合实践活
动等国家规定课程，以及地
方或学校开发的课程。需要
注意的是，音乐、美术三个学
年都必须开设。体育与健康
三个学年每周必须开设，应
提供模块供学生选择。

烟台高校新生报到来了一群“00后”。

芝罘区葡萄山小学鲜花欢迎一年级新同学
9月4日，烟台市芝罘区葡萄山小学正式开学，为了迎接一

年级新同学，学校专门组织了军乐队列队奏乐迎接，同时高年
级的同学组成花束队，热烈欢迎一年级新生。

葡萄山小学校长杨勇说，小学五年，童年岁月，是同学们一
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成长历程，是最快乐、最纯真的人生体
验，在这里，你们学会了爱，学会了感恩，懂得了包容，懂得了担
当。

葡萄山小学的师生未来将有声有色工作，有滋有味生活，
有情有义交往；开心活动，静心读书，用心养成是每个葡小人的
愿望。让我们在新的学期里，鼓足干劲，为学校的发展，为学校
的荣光，整装出发。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李雪香 王瑶瑶

塔山小学举行“美丽秋天 点亮梦想”开学典礼
9月4日开学第一天，芝罘区塔山小学隆重召开“美丽秋天

点亮梦想”迎新生开学典礼。
一大早，校园里彩旗飘扬，欢声笑语，彩球花束队的同学们

队列两旁，夹道欢迎一年级的小伙伴。一年级的七十八名小朋
友们在家长的带领下，兴高采烈地来到学校。他们在进校门的
时候都会往梦想心愿箱里亲自投入与爸爸妈妈一起制作的心
愿卡，心愿卡内写满了孩子们自己的美好梦想和对未来生活的
向往。学校将珍藏这些心愿卡，等他们毕业的时候，一起拿出来
看看孩子们实现了什么梦想，有哪些进步和发展。通过让孩子
和家长一起设计投放心愿卡，促使一年级新生们一入学就设立
好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并且朝着梦想努力。

开学典礼上，学校领导进行热情洋溢的新学期致辞。姜校
长总结了塔山小学取得的成绩，鼓励鞭策全校师生新学期共同
为实现塔山小学发展的新篇章而努力。

随后，全体教师在开学典礼上面对国旗集体宣誓。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姚雪荣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9月5日开始报名
4日，记者从市教育部门获悉，2017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时间定于11月4日，考生9月5日起可上网报名。
2017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日期为2017年11月4日，

各科目考试时间为120分钟，全部为纸笔考试。其中，初级中学
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科目分为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
史、地理、思想品德、英语、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信息技术、
历史与社会、科学等15个学科；高级中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科目分为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思想政治、
英语、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信息技术、通用技术等14个学
科。其他学科暂不开考。

9月5日至8日16时将向考生开放网上报名系统。报名期间，考
生还要进行考区确认，时间定在9月6日至9日16时，通过确认的考
生于9月10日16时前，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www.ntce.cn)，
按照提示进行网上缴费，支付成功后即为报名完成。

本报记者 李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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