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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嘉年华周末再办一场
教育机构今起报名，现场还有“跳蚤”市场

高考志愿分6次填报

最早艺术类29日开始

本报泰安6月24日讯(记者 白
雪) 24日，记者从山东省招生考
试院获悉，今年，山东省2013年高
招录取工作分5个批次进行，依次
为提前批、自主招生批、本科一批、
本科二批、专科(高职)批。自7月2日
开始，至8月13日结束，网上填报
志愿主要有九个步骤。

6月29日，填报艺术类提前
批、艺术类本科一批一志愿。

7月5日，填报文理类本、专
科提前批、自主招生批志愿，本
科一批志愿，体育本科一志愿。

7月22日，填报文理类本科
一批征集志愿(含是否服从调剂
志愿)、本科二批志愿，艺术类、
体育类本科一批第一次征集志
愿，春季高考招生本科一志愿、
高水平运动员志愿。

8月1日，填报文理类本科二
批征集志愿，春季高考招生本科
征集志愿，艺术类、体育类本科
一批第二次征集志愿(以上均含
是否服从调剂志愿)。专科(高职)

批(含春季高考、艺术、体育、优

秀运动员、实践生)志愿。
8月10日，专科(高职)批征集

志愿 (含春季高考、体育及艺术
第一次征集志愿)。

8月13日，填报专科(高职)批
艺术类第二次征集志愿。

考生应根据报考类别和层
次，结合高考成绩，参照各高校
分专业招生计划或网上公布的
缺额计划、高校《招生章程》等通
过互联网填报志愿。

应届高中毕业生可到原毕
业中学填报志愿，往届高中毕业
生可到户口所在县(市、区)招生
办公室指定的地点填报志愿，考
生也可自行选择地点上网填报
志愿。考生填报志愿以规定时间
内最后一次填报(修改)确认的信
息为准。

考生凭密码上网确认的志
愿信息具有法律效力，无需进行
书面签字确认。考生必须在规定
时间内填报志愿，提前或逾期均
视为无效。因考生本人填报失误
造成的后果自行负责。

网上填报志愿

需注意11个问题

24日，山东省招生考试院发
布网上填报志愿应注意的11个
问题，在此供考生及家长参考。

第一，认真对待、规范填报
志愿信息是投档录取的依

据，考生要对自己在网上填报的
志愿信息负责，应按照《山东省
2013年普通高校招生填报志愿告
知书》中的要求认真规范地填报
志愿。登录密码可以保护考生的
志愿信息，不应随意泄露和委托
给他人，因擅自委托或泄漏密码
造成的任何问题都要由考生个
人承担。

第二，按规定时间填报
网上填报志愿有非常严格

的时间规定，超过规定时间视为
放弃填报志愿。在规定时间和修
改限定次数内，考生可按本人意
愿修改志愿。每个考生在第一次
网上提交所填报志愿后，还可以
修改两次，每次修改后均要点击

“提交保存志愿”并输入登录密
码点击“确定”保存志愿。

特别提醒考生，要尽早提
交，以免遇到停电、断网、死机等
异常情况耽误提交。

第三，正确输入上网地址
登录系统时要在浏览器地

址 栏 直 接 输 入 地 址 ( h t t p : / /
wsbm.sdzk.gov.cn)，不要使用搜索
引擎查找报考志愿网站填报，以
免被欺骗性网站窃取个人信息
和延误填报时间。如使用Win-
dows，建议使用WindowsXP操作
系统和IE6 . 0及以上版本浏览器。

第四，确保个人密码安全
考生应对自己的密码负责，

妥善保管好密码。非填报志愿时
间，考生也可以登录平台修改密
码；考生若忘记密码，请本人持
身份证、准考证等到县(区)招办
办理相关手续。

密码设置既要方便记忆又不
能过于简单，系统要求用字母和
数字的组合，其设定应以个人易
记而别人不易猜中为基本原则。
不要与别人商量密码设置，也不
应写在纸上，以免无意泄漏。

第五，牢记“提交保存志愿”
和点击“退出”

每一批次的志愿填报完成、

检查无误后，一定要点击“提交
保存志愿”按钮，将填报的志愿
信息保存到服务器中。每次登录
系统填报或查询信息完成后，或
中途离开计算机时，一定要点击

“退出”，退出网上填报志愿系
统，同时关闭填报志愿的浏览器
页面，避免志愿信息被他人篡
改。为了信息安全，每次填报、修
改志愿提交保存时都要求输入
登录密码。

第六，检查志愿信息
考生网上填报志愿成功后，

最好再次登录网报系统，检查志
愿信息是否保存、所填各批次、
院校、专业志愿是否完整准确，
如有差错，及时修改。

第七，及早上网填报
不要在临近截止时间前填

报志愿或修改志愿。避免因网络
访问流量增大，造成网络不畅，
网速缓慢，从而影响志愿填报。
如遇上停电等意外因素，更会增
加风险，所以应及早填报，确保
安全无误。

第八，选择好的环境上网
上网环境要安全可靠，按照

系统的要求和提示检查机器、操
作系统及浏览器版本。填报志愿
时如遇填报高峰时间，网页打开
缓慢属正常情况，要耐心等待，
不要频繁“刷新”。建议选择网速
较快的地方上网填报，对照预填
表在上网较快的时段尽快完成
填报。

第九，政策咨询及服务支持
填报志愿过程中，如有政策

和技术问题，要及时咨询县(区)

招办工作人员。不要向无关人员
泄露个人信息和寻求帮助，以免
上当受骗。

第十，志愿信息保护与保密
考生志愿信息属个人隐私，

受法律保护。对填报时间和政策
要求，有关管理部门或人员可提
醒考生，但不应干涉和干扰考生
填报志愿。

第十一，填报征集志愿时还
应确认自己尚未被任何院校录
取，已被录取、预录取及阅档状
态(这种情况一般是高校承诺不
再退档)的考生不得填报。(宗禾)

本报泰安6月24日讯(记者
白雪 ) 6月22日到23日，本报教
育嘉年华第一场活动结束，有孩
子现场报名参加暑期培训班，共
2 0 0多名孩子将参加试听课。应
广大教育机构及家长要求，本报
将在本周末举办第二场活动，届
时，第二届儿童跳蚤市场活动继
续举办，欢迎学生们报名。

6月2 7日到2 8日，大多泰城
中小学期末考试，7月初将陆续
放暑假，6月底是家长选择教育
培训机构的好时机。本报在上周
末刚刚组织完第三届教育嘉年
华第一场活动，应家长要求，准
备举行第二场。时间定在6月2 9

日至6月30日，地点待定。
“随着高考、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陆续结束,很多学生为丰富暑假
生活，开始找各种辅导班‘充电’。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选?”洪沟中学
一学生说，街边培训机构大多只
是发传单，没有专家告诉她上辅

导班的好处，也没法告诉她能学
到什么，想去教育展上看看。

同时，齐鲁晚报举办第二届
儿童跳蚤市场。上周末，不少学
生在首届活动上换到心爱的宝
贝，还挣到一些零花钱，都想参
加第二次。在现场，孩子们可以
以物换物，也可以将自己闲置的
图书、玩具等定价后销售。

参与本报活动不限年龄，完
全免费，想参加活动的孩子只需
提前报名，本报将按照年龄给孩
子划分“交易”区域，活动报名交
流QQ群:236546448。

此外，本次暑期嘉年华现场
咨询会，将邀请各参展品牌教育
机构的外语学习专家、留学专
家、幼教早教专家、文化课辅导
专家、心理辅导专家等，现场为
读者解疑答惑。

届时，众多教育留学培训机
构会发放教育消费券，还将在现
场咨询会上推出力度空前的优

惠举措，消费者通过咨询现场工
作人员，选择适合自己的培训内
容。展会期间还有抽奖活动，培
训机构可自愿提供免费的培训
名额或奖品。

参展教育机构类别包括 : 1、
中小学课外辅导类；2、艺术培训
类；3、外语培训类；4、IT培训类；
5、考前培训类；6、幼教早教类；
7、移民留学；8、素质教育及其它
类。参展教育机构必须有正规办
学手续，教学环境好、教学质量
优，无消费者不良投诉事件。

即日起，本报征集各大知名
教育机构参与，为教育供需双方
提供一个面对面沟通与交流的
平台，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为
优质的服务。如有机构要参与
暑期培训现场咨询会，可拨打
本报咨询电话 1 8 6 5 3 8 8 1 0 1 9；
1 8 6 1 5 3 8 0 5 1 6报名，现场活动时
间 : 6月2 9日到6月3 0日9 : 0 0至1 7 :
00，地点待定。

上周教育展上，一位学生报名黄冈辅导学校。(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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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今年14岁，我44岁，
爷俩相差整整30岁。按理说，
相差30岁的两代人，在兴趣爱
好方面应该有不小的差异，然
而，儿子与我的兴趣爱好竟然
出奇相似。

譬如，我喜欢养些花花草
草，儿子也是一位辛勤的小园
丁；我热衷信手涂鸦，儿子也
时常有“大作”出手；……

我家阳台上养着十多盆
花草，其中有三盆是儿子养
的，有三盆是我养的。儿子更
注重赏花，有色彩斑斓的五色
杜鹃，有芳香四溢的四季栀
子，还有一盆红月季；而我则
在意赏形，有老态龙钟的榕树
盆景，有虬枝盘旋的罗汉松，
还有佛肚竹。不难看出，儿子

更侧重于色彩的华美，我更倾
心于风骨的营造。

爱子心切的妻子，总是把
儿子那几盆花摆放在阳台上
最显眼的位置，而把我那三盆
给塞到不起眼的角落。偶有客
人来访，妻子就迫不及待地指
着儿子的花对人家炫耀个不
停，客人也每每对着那光鲜亮
丽的花朵赞不绝口，而我的花
却从没有人看上一眼。

然而，今年春天一个中
午，儿子放学刚进家门，就嚷
着要把他那三盆花送给别人，
我和妻子都非常愕然。儿子
说，老师在上午带领同学们去
参观县城里举办的一次大型
花卉展览，有一盆榕树盆景还
没爸爸养得那么精致就标价
一千八百多元，而门口摆放的
五色杜鹃却只是随手赠送的
小礼品……哦，原来如此！我
听后，甚感高兴。

高兴的原因，自然不是儿
子终于看到我那几盆花的价
值，而是他的成长和进步。虽
然儿子看到的只是价格上的
差异，但他勇于否定自己的做
法，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

闲暇时，儿子和我经常面对
着国画册页“挥毫泼墨”，而且还
不时地相互切磋。当然，更多的
时候是儿子来“指点”我，什么哪

棵树太粗啦，哪块石太黑啦，儿
子非常注重每个物象的具体形
象，而不是整体意境。儿子的画
用墨与用色都非常平均，浓淡干
湿、皴擦点染很少顾及。

大上个礼拜天，一位画家
朋友来串门，看到满地铺展着
的我和儿子刚刚完成的“大
作”，上去就把我写意的一幅

“空谷幽兰”给提了出来，他
说，就这张还有那么一点意
思，而这幅正是儿子对我“批
评”最多的一幅。

此后几天，儿子不再兴冲
冲地作画，甚至连毛笔也不去
摸。这两天，他好象悟出点什
么，又重新摸起了毛笔，开始
临摹我的画作。

生活中，孩子能做到的事
情，我们大人未必能做到，就
像我的儿子，他能够善于发现
并勇于克服自己在养花和作
画过程中的不足，我们大人却
十有八九做不到或者做不好。
恐怕还是我们不善于自省吧！

有时候，我们的确应该拿
孩子这面镜子来照照自己。

本报向泰安市各县市区
教师、家长征集与孩子相处小
故事或教学心得等文章，择优
刊登在教育专刊。投稿邮箱
330447994@qq.com。
宁阳县党史办公室 周东升

拿孩子当镜子照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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