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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将将改改革革体体育育中中考考制制度度
发挥考试的导向作用，促进学生加强体育锻炼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毕德毅) 记者
从市教育局获悉，日前烟台市
教育局下发《烟台市学校体育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烟台将改革体育中考和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制度，发挥考试的
导向作用，促进学生加强体育
锻炼，提高体质健康水平。

政府机构编制、教育、财
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体育部
门强化部门职责，定期就学校
体育工作进行会商，切实解决
学校体育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建立和完善工作激励机制，
从2018年起，对推动学校体育
工作深入开展、促进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提升、优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输送做出突出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每三年进行一次
通报表扬。

自2018年起，市教育局依
据《山东省县域学校体育工作
评价办法》，对各县市区学校体
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学校教育、
条件保障、学生体质等开展评
价，对成绩优秀的县市区予以
表扬，对成绩不合格的予以通
报。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连续2
年下降的县市区，在对县级政
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工作中按
降低一个档次处理。对不能贯
彻落实国家学校体育法律法规
政策、不能开齐学校体育课程、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下降的
学校校长及有关责任人员，市
县教育部门要进行问责。县级
教育部门每年要组织面向辖区
中小学的“体能+技能”的抽测，
抽测结果要列入对学校教育教
学工作的年度督导考核。

改革体育中考和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制度。市教育局将
根据《山东省初中体育科目学
业水平考试指导意见》《山东
省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科目
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出
台全市体育科目初中和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办法，建立“运
动参与+体质健康测试+运动
技能测试”的体育考试评价新

机制，发挥考试的导向作用，
促进学生加强体育锻炼，提高
体质健康水平。

建立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数
据公开发布制度。各级教育、体
育部门每年要对学校开展的学
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进行监督
检查，对测试数据进行抽查复
核。市教育局每年委托第三方
机构对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数据
开展实地抽测复核，抽测数据
向社会发布并通报各县市区人
民政府，将其作为评价各县市
区教育部门体育工作的重要依
据。县市区教育部门每年要对
所辖中小学进行体质健康数据
实地抽测复核，并作为对学校

体育工作评价的重要依据。
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学校体

育工作的投入，确保学校体育
工作所需经费。要鼓励和引导
社会资金支持发展学校体育，
多渠道增加学校体育投入。各
级教育部门要将学校体育工作
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保障学校
体育工作正常开展。学校公用
经费支出要确保日常体育教
学、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体育教
师培训等工作需要，保障运动
队训练、比赛和购买学生运动
伤害保险等需求。体育部门每
年在体育彩票公益金中安排资
金用于青少年体育培训和赛事
推广等项目。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山东中医药高专获悉，近

日，全国中医药职业教育集团在山
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正式成立。

近日，全国中医药职业教育集
团组建筹备暨常务理事会一届一
次会议在山东中医药高专召开。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人教司综合协调
处处长周景玉、山东省中医药管理
局局长孙春玲、山东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中医药发展处处长梁开诚、山
东中医药高专党委书记张立祥、校
长袁志勇出席会议，集团成员单位
代表及学校部分教师代表200余人
参加会议。会议共分为集团组建筹
备会议、常务理事会一届一次会议
以及集团全体理事大会三个环节。

会议第一环节在综合办公楼
学术报告厅召开，由袁志勇主持。
张立祥从组织领导、制度文件、会
议筹备以及成员构成四个方面介
绍了集团筹备工作，集团筹备工作
小组秦海洸对《集团章程》进行解
读，会议审议并通过《集团章程》以
及集团第一届常务理事会成员名
单。

会议第二环节在学校第二会
议室召开，由张立祥主持。按照集
团章程，会议选举产生了集团理事
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秘书长及
副秘书长。张立祥被推选为集团理
事长，袁志勇、安徽中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校长姚应水、江西中医药高

等专科学校校长胡志方等16人被推
选为集团副理事长，黑龙江中医药
大学佳木斯学院院长刘斌、山东省
中医药研究院党委书记赵渤年、长
春中医药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王乙等25人被推选为集团常务理
事，学校副校长战文翔被推选为集
团秘书长，学校科研处负责人秦海
洸、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务
处副处长汪荣斌、湖北中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教务处处长袁先雄等7人
被推选为集团副秘书长。

全国中医药职业教育集团是
在全国中医药职业教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指导下，由山东中医药高专

牵头筹建的行业型职教集团。集团
的成立，旨在全面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以及振兴中医药的方针政策和决
策部署，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医
教协同、校企合作，系统整合全国
中医药职业教育优质资源，建立创
新型、发展型、复合型中医药人才
培养体系，推动全国中医药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集团目前拥有成
员单位139家，覆盖全国21个省市
自治区，其中高职院校29家，中职
院校11家，医院41所，企业52家，行
业协会3家，科研院所2家，出版社1
家。

全全国国中中医医药药职职业业教教育育集集团团在在烟烟台台成成立立
进一步推动全国中医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杜爽) 近日，烟台市在

福山区王懿荣纪念馆举办了首届
全市中小学生“多彩实践节”。

本届多彩实践节以“启梦·实
践·出彩”为主题，由烟台市教育局
主办，福山区教育体育局、福山区
文化旅游局承办，福山区王懿荣纪
念馆协办。各县市区教体局局长、
分管副局长，综合实践活动相关科
室负责人，综合实践教研员，综合
实践学校校长、中小学校长，各县
市区参展、参赛代表，六区观摩师
生代表共3800多人参加了活动。

现场，王懿荣纪念馆1400多平
米的阳光大厅里，全市15个展区集
中展示了各县市区和直属学校综
合实践教育的最新成果，他们采用
展板、照片、实物、校本教材、专题
片等多种方式进行了完美的展示。
优秀作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
接、美不胜收。展区内，同时设置了

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特色项目展
演，有陶艺、根雕、绣韵、沙画，有郭
城摔面、豆面灯碗、葫芦烙画、粉丝
制作……30多个特色展演项目。学
生们现场实操，生动展示着丰富多
彩、具有地域特点的综合实践活
动。

王懿荣纪念馆的报告厅和二
楼美术馆，是本次实践节的项目大
赛赛区。

本次综合实践项目大赛共设
置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16个
比赛项目。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
展评类，包括考察探究 1 (课题研
究)、考察探究2(研学旅行)、社会服
务、职业体验活动成果的展评，以
公开汇报+现场答辩的方式进行。
参赛学生须到现场以“PPT演示文
稿”方式进行成果报告的展示，并
接受评委提问。二是主题活动设计
类，比赛采用统一命题的方式，选
手现场进行主题活动设计，可以运

用考察探究、社会服务、职业体验
等不同的活动方式，限时60分钟策
划设计一个完整的主题活动方案，
并按现场抽签顺序，结合设计方
案，利用投影设备进行5分钟的汇报
答辩。三是现场制作类，如小学组
的粘画、纸艺，初中组的泥塑、编
织。比赛采用统一命题的方式，参
赛团队根据统一主题要求进行现
场创意制作，限时120分钟。评委对
参赛团队的制作过程及成品进行
现场打分。

项目初赛已于10月22日-23日
在福山一中成功举行，各组的前五
名选手(团队)参加了27日的决赛，竞
争全市一、二等奖。

烟台“多彩实践节”是在综合
实践课程领域为中小学生们设立
的节日，它是集中展示烟台实践活
动成果的创新平台，对有效提升区
域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

烟烟台台举举行行首首届届中中小小学学生生““多多彩彩实实践践节节””
集中展示实践活动成果，提升区域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水平

全国中医药职业教育集团正式成立。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烟台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纪德臻
在全省高职党建工作现场会作交流
发言

近日，全省高职(高专)院校民办高校党建工
作现场会在济南召开。烟台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纪德臻作大会交流发言。全省高职(高专)院校党
委书记、组织部长，民办高校党委书记参加了会
议。

近年来，烟台职业学院党委一直高度重视党
建工作，紧紧围绕提升组织力、突出政治功能，以
党的建设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连续13年获

“山东省文明单位”称号，先后获得“全国职业教
育先进集体”“黄炎培优秀学校奖”等称号。

学院党委坚持“让规范成为常态，让优秀成
为习惯”，深入推进党建工作特色发展、创新发
展，引领学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做法，得到了与
会领导的充分肯定及兄弟院校的广泛认可。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宫珮珊

牟平一中被授予
“清华大学2018年生源中学”称号

近期，牟平一中被授予“清华大学2018年生
源中学”称号。

据悉，牟平一中创办于1952年，是一所省级
规范化学校。2017年以来，学校坚持以提高教育
质量为核心，全面细化管理制度，从教育教学、学
校管理等全方位进行规范。完善校园信息化管理
平台，有效提升学校的管理效能。新的治理体系
助推学校教育质量全面提高。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贺国生

牟平区实验中学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主
题教育活动

为了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弘扬革命传
统文化，烟台市牟平区实验中学结合学校实际，
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红色文化”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丰富校园文化
的内涵。

学校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校园橱窗、走廊、
板报等宣传阵地，倡导师生寻找红色文化、歌颂
红色文化，促使广大师生从思想上敬畏红色文
化，从情感上亲近红色文化经典。举行“品读红色
经典争做时代少年”诵读比赛。举办《胶东红色文
化读本》研讨会。

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让同学们在潜移默化
中学习革命前辈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让
红色基因在学生心中进一步得到传承和弘扬。本

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朱贤政

芝罘区建昌街小学
举行博物馆研学活动

近日，芝罘区建昌街小学2018级2班40余名学
生及家长，来到烟台市博物馆进行研学活动。

博览群物知历史兴替，少年明志以求知行合
一。博物馆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历史的画卷在孩
子们眼中展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孩子们心
中萌芽。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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