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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招招会会专专科科高高职职场场77月月2222日日开开幕幕
7月30日考生将填报专科(高职)普通批首次志愿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李楠
楠) 6月27日中午，2018年山东
高考全国高校烟台招生咨询会
本科综合场圆满落幕，高职专
科场将于7月22日在烟台四中
体育馆举行。

据悉，本届参加高招会本
科综合场的学校包括国内著名
的985、211高校，除了南京大
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山东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语言大学、河海大学、华中师范
大 学 外 ，今 年 5 所 国 字 号 高
校———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
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华

东)、中国矿业大学以及中国药
科大学齐聚烟台揽才。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省内外
重点本科院校，如山东师范大
学、湘潭大学、青岛理工大学、
烟台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等。

同时来自陆、海、空三军10
所军校组团来烟台招生，这10
所军校包括：陆军工程大学、陆
军装甲兵学院、陆军军事交通
学院、陆军特种作战学院、陆军
勤务学院、战略支援部队信息
工程大学、海军工程大学、海军
潜艇学院、航天工程大学、空军
工程大学等。

咨询会现场，招生专家就今
年的高考政策、志愿填报等问题
为考生进行详细、准确的解答。
据悉，6月28日已开始填报志愿。
当日填报文理类、艺术类、体育
类本科提前批首次志愿，填报高
水平运动员志愿、民航飞行技术
本科专业首次志愿，填报春季高
考技能拔尖人才志愿。

7月5日至6日已填报自主招
生批(含高校专项计划)志愿，填
报文理类本科普通批(含地方农
村专项计划)、艺术类本科普通
批(含统考批和校考批)、体育类
本科、春季高考本科首次志愿。

从2003年开始，齐鲁晚报
已经连续举办15届山东高考招
生咨询会。2018年，高招会在烟
台设立分会场，于6月27日和7
月22日分别在烟台四中进行本
科综合场和专科高职场。本届
高招会是烟台地区规模最大、
最具影响力的以招生咨询为特
色的教育活动。

7月22日，受山东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委托，齐鲁晚报联合

《 现 代 教 育 》杂 志 社 举 办 的
“2018名校走齐鲁——— 千所院
校九市联展”高职专科场烟台
站将走进烟台四中体育馆(芝

罘区幸福街道新胜路10号)，百
余所高校相聚烟台四中，高校
招生负责人现场指导，带来最
新招生讯息，7月22日上午8点
30分，烟台四中体育馆与您不
见不散。

高招会对所有高考生开
放，考生和家长凭票入场。

7月30日考生将填报文理
类本科普通批、艺术类本科校
考批、春季高考本科第二次征
集志愿，填报高职院校专项计
划、文理类、艺术类、体育类、春
季高考专科(高职)普通批首次
志愿。

小山村里

出了个名牌大学生

6月25日，记者联系到宫
凯，他正在海阳行村姐姐家里。
谈到自己的高考成绩，他很平
静，“算是预料之中吧，从24日
中午就开始紧张，一直紧张到
下午3点半，好不容易可以查
了，但是网络很拥堵，也很着
急，很忐忑。”宫凯说，“查到分
数后，心中的石头算是落地
了。”

宫凯说，平常自己的优势
学科是数学，主要靠数学来提
分，这次高考试题相对简单，还
担心考不出好成绩。“查完分，
石头总算落地了。”宫凯说，“6
月25日上午北京大学招生组的
工作人员电话联系了我，我确
定要上北大，专业初步打算学
政治经济学方面，不过这只是
初步打算，毕竟我也不太懂，回
头等见了北大的老师，听听他
们的建议。”

宫凯说，他2000年出生于
海阳市徐家店镇晶山夼村一户
普通农家，“全村一百多户，家
里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姐姐。”宫
凯说，“家里收入主要靠种地、
种苹果，农闲时出去打工。”

宫凯说，村里上大学的不
多。宫凯这次算是村里第一个
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

除了学习，宫凯喜欢听京
剧和昆曲，“可能是受父亲的影
响，他喜欢听。”宫凯说。

学习靠自己

抽空打工贴补家用

宫凯说，自己从小学习都
还行。“他们都说随我母亲那边
的根，因为我小舅上世纪90年代
的时候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

父母在家务农，读书少，在
学习方面，宫凯一直靠自己努
力。“父母供养我，就是最大的
恩情，他们说，只要我好好上
学，上到哪，就供到哪，哪怕砸
锅卖铁。”宫凯说，“在我成长过
程中，父母和老师一直影响我
最大，父母虽然学习上帮不了
我什么，但他们的善良和良好
的品德一直激励我。”

谈到学习，宫凯说，“我总
结学习要自律，要在思考中学
习，要学会研究；不能死背题，
要学会灵活举一反三。”

宫凯在中考的时候，差
0 . 0 1分8 0 0分，考上烟台中英
文学校，按照学校当时的政策
可以免学费。”宫凯说，在学校
里无论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遇

到问题，老师们对我的帮助都
很大，尤其是班主任刘明久老
师。

“宫凯这名学生学习目标
很明确，高一的时候就立志考
北大；学习中不断思考和总结，
一些思考的结论有时候让老师
都耳目一新。”宫凯高三班主任
刘明久老师告诉记者，“宫凯来
自农村，家里条件一般，除了种
地，父亲农闲出去打工，母亲亦
是如此，算是寒门学子，但他从
来不介意提及，能和同学打成
一片，能吃苦，除了在家帮父母
干农活，寒暑假还抽空出去打
零工贴补家用，是一名乐观向
上的学生。”

要到北京上大学了，考虑
到各方面花费，宫凯打算这个
暑假继续打工或者找一份家教
工作，“赚点学费和生活费。”宫
凯说，“力所能及地帮家里减轻
点负担。”

海海阳阳小小伙伙高高考考文文科科667733分分要要上上北北大大
为减轻家庭负担，暑假要打工做家教攒学费 烟台市教育培训协会

2.2万元善款资助10名家庭困难学生

近日，烟台市教育培训协会会长刘春海一行3人，随烟
台市民政局有关领导来到德州市，将满载着全体会员爱心
的2 . 2万元捐款，一一送到了德州市10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手
中。

据悉，烟台市教育培训协会成立于2017年10月，是经烟
台市教育局、民政局核准成立的一家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
是烟台市教育系统唯一的一家行业协会。协会目前共有会
员单位126家，其中公办学校38家。

6月中旬，协会接到市民政局下发的《关于组织部分市
管社会组织自愿赴德州市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的通知》后，烟
台市教育培训协会积极响应，号召广大会员“少抽一包烟，
少喝一杯酒”，积极参与到捐资助学行动中来。全体会员单
位也积极响应，短短一个周的时间，筹措慈善捐款2万多元。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贺平

牟平一中
阅读写作教学取得可喜成绩

近日，在刚刚闭幕的第二十届“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
作文大赛中，牟平一中的邢嘉宁和邹雨言获得了国家级一
等奖，初宇和魏新鑫获得了国家级二等奖，牟平一中获得第
二十届“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作文教学先进单
位”称号。

在2018年全国创新作文大赛中，牟平一中的李诗欣同
学获得了复赛第一名。最近几年，牟平一中学生在各种读写
征文大赛中屡创佳绩，如去年的第十五届“叶圣陶杯”全国
中学生新作文大赛中，我校的曲成韵同学就获得了国家级
特等奖。“诗非易作须勤读”，这些奖项的获得充分体现了我
校阅读写作教学所取得的进步。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于冰

牟平区文昌小学举行
“读书伴我成长”活动成果汇报会

近日，牟平区中小学“读书伴我成长”活动成果汇报会
暨现场公益捐书活动在文昌小学举行。烟台市副市长张波，
牟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波，副区长纪风宏，区教体局局长
宋强等领导参加了本次活动。

活动现场，文昌小学作为学校代表以“小绘本 大智
慧”和“古诗诵读 传承经典”两个主题做了读书成果汇报，
牟平区邮政局为学校捐助了13000元的图书，文昌小学校长
吕海燕接受了捐赠并表示感谢。

本报记者 曲彦霖 通讯员 宋文香

烟台十二中
举行德育课程一体化班级活动

为配合心理健康活动周，落实德育课程一体化成果，近
日，烟台十二中七年级四班在家委会的组织下进行了别开
生面的“男孩节女孩节”活动。

活动以“阳光男孩正直磊落，青春女孩气质芳华”为主
题，以亲子活动的形式增强初中生的性别意识，引导学生自
觉地正确演绎自己的性别角色，提高自我修养，弘扬中华民
族男女性传统美德。活动中，男孩女孩分别在不同的场地进
行与性别相符的活动。活动中同学们既开阔了眼界，提升了
境界，更感受到了家人爱和陪伴的力量。

本报记者 曲彦霖 通讯员 孙文君

葛校园播报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烟台中英文学校获悉，今年学校高三4班文科生宫凯高考考了673分，其中语文127分，数学

满分150分，外语144分，文综252分，另外他还获得了北京大学博雅计划10分优惠政策。出生于2000年

的宫凯来自海阳市徐家店镇晶山夼村一户普通农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准备这个暑假打工或者做

家教赚学费，生活费。

除了宫凯外，他的6名同学
今年高考也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据学校分管教学的校长万
炳清介绍，理科生高子杰高考
700分；张益宁689分，同时获得
了北大自主招生30分优惠；马
晓文691分；郝章程684分；董放
明683分；王春雯680分。

其中，郝章程、董放明、王
春雯有意报考北大医学部。“这
些学生都是应届生。”万炳清
说，这些学生学习上都很自律，
都不是死读书，每个人都总结
思考一套属于自己的学习思路
和方法。

“而且这些学生各个方面

都很优秀。”万炳清说，“比如
说，宫凯同学，去年夏天还被北
大选入参加北大夏令营，并获
得全省第四名的成绩，获得‘优
秀学员’的称号，他也先后获评
省级三好学生、省级优秀学
生。”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葛延伸报道

宫凯的6名同学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烟台中英文学校高三4班文科生宫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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