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这个个暑暑假假，，去去养养马马岛岛做做个个小小记记者者
齐鲁晚报小记者团海岛夏令营报名中

本报4月25日讯(记者 尹
明亮)这个暑期夏令营跟着齐鲁
晚报小记者团出发吧，在烟台
养马岛上过七天，与海鸥沙滩
亲密接触、与海上渔家一起耕
海、锻炼自己的意志、培养完善
的性格，做一个海岛之上的小
精灵。

齐鲁晚报小记者团海岛夏
令营由齐鲁晚报与山东延长线
夏令营一起举办，在2017年“穿
越红色海岸”小记者夏令营的
基础上，今年根据家长们的意
见重新进行了设计，地点也从
威海海滨转移到4A级景区烟台
养马岛，在这个当年秦始皇东
驯养马的地方，营员们将会拥
有一个充实而难忘的暑假。

根据计划，2018年海岛夏
令营第一期将从7月9日开始。
在为期7天的夏令营中，将带着
孩子们充分感受海洋文化的方
方面面。在海滨沙滩上，从细沙
中感触浩瀚大海的力量。在海
上农夫的带领下去赶海，了解
海洋的富饶与慷慨。在海上帆
船运动中，感受与大海博弈的
艰险与不易。

在一场沙滩篝火晚会上，
与好友分享自己的所学所得，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让自己的
注意力变得更集中，在培训中
学会自立自强，学会与人沟通
也学会感恩父母……在2018年
的海岛夏令营中，将邀请专业
的培训师为营员们提供全方位
的情商教育，让孩子在玩乐中
慢慢发生改变。

今年的暑期夏令营中，我
们还将带着小记者在海边来一
场实景CS大战，到抗日烈士杨子
荣的故乡，感受烈士的悲壮生涯。
在傍晚的海滩，迎着夕阳，用海沙
塑造一个梦中的童话世界……
七天的行程，孩子或许会悄然间
发生让人惊喜的改变。

这个暑假跟我们走吧，齐
鲁晚报小记者团海岛夏令营即
日起开始接受报名了，招收对
象为7—16岁的青少年，从7月9
日第一期开始，将连续举办四
期。夏令营报名费用：2880元/
人(不含税)，报名咨询电话：
15315457267、15969678226。关
于夏令营的详细日程安排，可
以微信扫描二维码查看。

本报4月25日讯(见习记者
潘世金 实习生 李莎莎

通讯员 何友猛)把枪支带进校
园，教授学生射击课程。今年3
月，济南市纬二路小学陈健老
师的射击专属课程走进学生课
堂，为适应学生个性化成长，满
足孩子个性化需求提供了新的
平台。为了促进教师专业化成
长，济南市纬二路小学本学期
初成立了专属课程项目组，陈
健老师就是其中一员。为了实

现专属课程受益最大化，纬二
路小学本学期对原有功能教室
进行改造，建成了济南市首家
小学校内射击馆，并引进了专
业手枪和激光靶，以供学生上
课体验。

据了解，激光靶已经完全
可以代替实弹射击项目进行射
击训练和比赛，这样就保证了
学生安全又不失射击乐趣。

陈健老师射击专属课程的
开设，也得利于济南市射击项

目进校园活动。事实上，纬二路
小学与射击早就有“渊源”，奥
运会冠军张梦雪和全运会冠军
唐帅的小学时光均在纬二路小
学度过，得知学校开设射击课
程，特意拍摄视频表达祝福。

陈健表示，射击运动可以
矫正学生的身姿，增强学生体
质，也可以培养学生顽强、果
断、勇于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
是一项适合学生学习的体育项
目。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徐
洁)每年的四五月是中考生家长
最为忙碌紧张的日子，“哪所高中
适合我的孩子？”“济南的高中升
学情况怎么样？都有什么特色？”
成为挂在中考生家长口头上的
问题。寻找答案，不再需要东奔西
走，5月6日，齐鲁晚报主办的高中
学校见面会，将成为省城最集中
的中考信息聚集地。

省城冯女士女儿快中考
了，进入四月，她成了中考信息
的“包打听”：“哪所学校好、升
学率高”、“哪所高中纪律严、哪
所抓得紧”、“各个高中都有什
么特色”、“哪所学校更适合孩
子”……“总有想知道的问题，
总觉得知道的信息多了，将来

帮孩子做选择心里才有底。”冯
女士说。家长杨先生想知道的
问题又有不同，孩子想在高中
毕业后出国读大学，因此，他想
深入了解各个高中国际部，以
帮孩子选择一条最有质量、有
效的升学之路。

为广大学生、家长与省内知
名高中之间，搭建一个可靠、便
捷、放心的面对面沟通平台，5月6
日，2018高中学校见面会将在济
南银座索菲特大酒店举行。

见面会内容分四大项：
2018高中招生政策咨询、2018
高中升学规划指导、省内国际
高中招生解读、高中学校展示
等。届时，将有多所高中学校参
会，各校招生负责人、国际部负

责人将直接与考生、家长面对
面，带来丰富的一手升学信息。

高中学校见面会将进行优
质高中展示咨询、招生信息发
布、教育服务现场推介等多个
环节，还将设有专门的宣讲会
场，届时，修文外国语学校、章丘
双语学校等多所国际化学校校
长将莅临，为有意走国际化教育
道路的家庭提供建议和帮助。

高中学校见面会将成为家
长和学生咨询高中升学信息的
权威窗口，更是高中名校招收
优质生源的有力平台。
时间：5月6日上午9：00开始
地点：济南银座索菲特大酒店
联 系 方 式 ：1 5 2 6 9 1 5 2 5 9 1 ，
87176688。

本报4月25日讯(记者
尹明亮)在第23个世界读书
日到来之际，济南市天桥区
文清小学的“二手书的奇幻
漂流暨以书易书，共享阅
读”主题活动也在校园里广
泛开展起来了。用自己看过

的书交换同学的图书，这是
文清小学“书香校园”的又
一个新行动。

本次图书漂流活动的
开展，让学生亲近名著、亲
近经典，为学生精神的成长
提供了平台。

纬纬二二路路小小学学开开设设射射击击专专属属课课程程

下下周周日日与与高高中中学学校校面面对对面面
来高中学校见面会，将好高中“一网打尽”

天天桥桥区区文文清清小小学学营营造造书书香香校校园园

2017年小记者夏令营里的孩子们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本报4月25日讯(记者 尹
明亮)4月25日上午，山东英才
学院举行新增舞蹈表演本科专
业新闻发布会。山东英才学院
街舞专业是国内首个完全致力
于街舞教育的统招本科专业，

将提供中韩合作4+2本硕连读
等多层次学历保障。今年考生
可持舞蹈表演、体育舞蹈表演
文化课通知书报考，2019年2
月起学校将单独组织艺考工
作。

学校特聘冯正为现代音乐
舞蹈学院名誉院长，聘请齐格
其、郑杨、穆桐、蔡亮、刘国
伟、王炎、许桦、刘亚倩等8
位业界知名街舞表演艺术家为
“明星导师”。

山山东东英英才才学学院院开开设设街街舞舞本本科科专专业业

本报4月25日讯(见习记
者 潘世金 实习生 李
莎莎 )注水、充气、准备、发
射……19日上午，济南外国
语学校开元国际分校三年
级八班的学生正在参加“水
火箭”比赛，这一幕来自学
校首届科技节现场。

据悉，本届科技节以
“放飞科学梦想，创新伴我

成长”为主题。
“科幻画、科技小发

明、科学实验等作品由学
生们自主完成，展现着学
生们想象创新的能力。”
济外开元国际分校校长车
其文介绍，这次科技节也可
以说外国语小学部《科学学
科三年发展规划》积累的一
次集中展示。

小小学学科科技技节节
给给学学生生心心里里种种下下科科技技种种子子

本报4月25日讯(见习记
者 冯沛然)自齐鲁晚报山
东高考直通车开展志愿填
报公益讲座以来，帮助很多
考生及家长解决了报考的
疑问，本周日，齐鲁晚报山
东高考直通车将再次为考
生家长带来主题为《如何利
用志愿填报，成就美好人
生》的高考报考系列讲座，
届时将邀请资深高考志愿
填报专家提供针对山东地区
的高考志愿填报及指导，还
将接受现场提问，为家长设
计填报志愿方略出谋划策。

讲座内容包括：如何做
好学生高考前的情绪管理
与后勤工作；2018最新高招
政策分析；志愿填报中的风
险；志愿填报中的技巧分
析；志愿填报中家长的作
用；如何做好孩子的职业生
涯规划？志愿填报时学校优
先还是专业优先？

主讲专家阚老师为资
深升学指导专家、一线教

师、职业潜质分析师、学业
规 划 、职 业 规 划 专 家 、
CETTIC生涯规划师、齐鲁
晚报、齐鲁网、新华网特邀
专家。

特邀嘉宾：2015年优秀
毕业生家长，其孩子在2015
年高考中取得了673分的好
成绩，最终被上海同济大学
录取。

讲座时间：2018年4月29
日(星期日上午)上午9：00-
12：00

参与人员：高一、高二、
高三的学生家长

讲座地点：山东大学中
心校区邵逸夫科学馆第二
会议室。

公交线路：70路、K55路
可到“山大南路中段——— 公
交车站”下车。1路、16路、48
路 、1 1 2 路 可 到“ 山 大 南
路——— 公交站”下车

联 系 电 话 ：0 5 3 1 -
85056900 0531-85056978
0531-85056975

高高考考志志愿愿填填报报讲讲座座
本本周周日日在在山山大大举举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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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5日讯(通讯员
李倩 )近日，山师附小一

年级三班的家长讲坛活动
如期举行。一位学生家长给
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
讲解，题目是“看不见的魔
术师——— 微生物”。

老师以“乳酸菌”和“酵

母菌”两种常见的微生物为
例，介绍了微生物这个大家
族的种类、大小、生活习性、
繁殖方式等等，总结了地球
上的生物除了大家熟悉的动
物和植物外，还有一类小小
的有魔力的微生物，正是有
了它们地球才变得更美丽。

山山师师附附小小家家长长讲讲坛坛
带带学学生生发发现现微微生生物物““魔魔术术师师””

学生在易书活动中换到自己喜欢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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