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

2013年6月28日 星期五 编辑：戚淑军 组版：庆芳 E05今日章丘

如何让孩子拥有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拥有成熟心智
的写作能力?

如何锻炼孩子的认知力
和新闻敏感性,养成独立收
集信息和归纳信息能力?

如何让孩子有国际认可
的社会实践技能,全面了解
和掌握新闻的采访、写作、编
辑、办报和摄影基本知识?

齐鲁晚报“小记者暑期
夏令营”为您提供绝佳机会!

“小记者暑期夏令营”主
要授课方式 :课堂教学与新
闻实务具体操作相结合。

第一天:开营仪式,由全
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山东省

人大代表张刚亲临授课,面
见小记者并实际授课,主要
讲述新闻采编常识和技巧。

第二天,由本报知名摄
影记者亲临授课,讲述摄影
器材基本知识,新闻摄影入
门知识。

第三天,由本报章丘记
者站记者编辑与小记者见
面,形成师徒结对关系,辅导
新闻写作,建立社区小记者
团队。

第四、第五天,实地采访
企业、景区、社区等单位。由
本报章丘记者站记者带队,
实地安排专题采访或摄影。

第六天,本报章丘记者

站资深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就
学员的现场采访习作进行课
堂点评和批改,提高学员写
作和采编摄影技巧。

第七天,由晚报记者带
队,参观新闻大厦和本报印
刷厂,实地探访本报记者工
作环境、工作流程,了解和掌
握报纸出版过程。

第八天,结业仪式,本报
向小记者发放社区小记者证
书。优先采用小记者采访的
社区新闻等。

班额限制:每期一班,每
班限30人。

招生对象:在校小学生、
初中生

收费:每名学生600元。
开课时间:报满20人即

开班
上课地点 :大学城孵化

园
报名及咨询电话:
83387388 18663739717
13355339897
注 :报名者还可以获得

北京中大教育学习卡的赠送
或优惠,详见报名点海报。已
拨打电话报名者,请等候通
知。

齐鲁晚报今日章丘编辑
部

北京中大腾跃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齐鲁晚报“小记者暑期夏令营”开始报名!
全国知名记者张刚等一线文字记者摄影记者亲临授课指导

“中大教育在线学习卡”前所未有的全新体验
——— 中国远程网络教育的巅峰巨制

据权威机构统计，我国
网民总数已经过亿，这给中
国远程网络教育的发展提供
了巨大的空间。在远程网络
教育行业，各类教育资源提供
商通过互联网为消费者提供不
同的在线教育产品和服务，但
每一家都以传统和单一的形式
在推广自己的教育产品，导致
资源过于分散，使消费群体的
需求得不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从而违背市场发展的规律。这
时，建立一个利于资源整合和
市场运作的优质平台的需求
则迫在眉睫。

中大教育在线正是真正
认识到这一属性，从而进行

了中国远程网络教育界的史
无前例的资源优化重组，推
出了中国教育界首创“中大
教育在线学习卡”，从而使资
源最大化的得到有效合理的
利用，以适应市场发展的必
然规律，带动中国的远程教
育走向颠峰时代。中大教育
在线学习卡包含了幼儿、小
学、初中、高中等各学科的网
上课程，以及职业教育、成人
教育等各方面课程。所提供
的教育资源是目前国内最具
权威性、最优秀的教学资源，
大部分来自于北京的各大中
小学校的特级教师、优秀教
师制作而成。采用成长式终

身制学习模式，只要一卡在
手，便可学习中大教育在线
提供的所有课程，从幼儿到
高中再到大学是真正成为贯
穿终身性教育活动的载体。

中大教育在线学习卡中
的基础教育内容包括从幼儿、
小学、初中、高中的同步教学
多媒体信息，具有信息更新
快，紧跟教学大纲同步更新、
全国众多名师名校信息集成
并经多名一线特级教师编制
制作而成，信息经各地教育机
构和主管部门严格审核后播
出，信息具有：权威性高、实用
质量高、信息量丰富、多媒体
内容新颖、知识富有创新，信

息并以视频、声音、图片、
FALSH、动画、文字六大形式
于一体表达出来，让你的孩子
在轻松娱乐中就可学习到丰
富的教学知识。中大教育在线
学习卡中的“名师面授”专栏
按照新课标要求，与教材同
步，对重难点进行讲解，如同
坐在学校课堂中听课，学生可
反复温习学习过的内容，学习
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习题
精讲”是由清华大学全国各地
的状元群策群力，一起探讨、
分析整合出的“四部讲题法”
进行课本习题的讲解。把学习
心得、解体思路、学习方法巧
妙的传授出来，使之其具有可

复制性可操作性。“特色英语”
栏目集教材原文、听力素材、
听力磁带为一体，外教亲临指
导英语学习，纠正发音，让学
生体会语感，全面解决“哑巴”
英语。包含口语学习、自考英
语、托福英语、流行英语、商务
英语、剑桥英语、李阳英语、
许国章英语、多种语等众多
的特色外语学习。老师则可
以通过此栏目改善发音，提
高口语教学能力。中大教育
在线的“动感课堂”将数理
化、生物、历史、地理等跨越
时空或器材要求高的课程或
试验按考点制作成动画类多
媒体课件，化抽象为形象，化

枯燥乏味为生动有趣，全面
提高学生理解能力和学习兴
趣，中大教育在线开设全面
教育专栏，设有儿童故事、美
术、体育、书法、舞蹈、音乐、
电脑教程等栏目，拓展学生视
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中大教育在线为大学生
以及在职人员再深造开设专
项服务区，为各高校提供招生
信息，方便学员了解招生计划
以及对在职人员充电提供咨询
服务，主要包括：高达专、高达
本、专升本和研究生学历教
育的信息提供和招生服务。
咨询电话 : 8 3 3 8 7 3 8 8
18663739717 13355339897

本报6月27日讯(见习记者 赵
克 ) 7月1日暑运将拉开大幕。26
日，记者从章丘市交通部门获悉，铁
路、公路、公交等部门已采取多项措
施保障暑运，为学生出行提供方便。

目前章丘市区共10条公交线
路，其中有5条通过大学城区域。据
章丘市交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章丘公交公司将会在 7月初暑假
学生回程客流高峰期间，依照客
流情况加密章丘3路、4路、7路、9
路、1 0路等经过大学城线路的班
次，还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增开
大学城—百脉泉广场、大学城—
义乌市场的专线车，以应对学生

客流高峰的情况。
而章丘交运将按照惯例，在暑

假客流高峰到来之前，在大学城各
高校内设置专门的长途车票代售
点，现场售票时间截止到各高校放
假。同时，章丘客运中心还将视客流
变化采取增开到济南长途汽车总站
的长途车，加密各车班次等措施。另
外，暑假客流高峰期间将采取开通
学生绿色返程通道，增开售票窗口
等措施。

“火车站的客流高峰将出现在7
月中上旬。”据章丘火车站工作人员
介绍，针对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车
站对售票设备进行了保养，并增开

售票窗口，延长售票时间。
章丘火车站工作人员提醒旅

客，由于7月1日铁路列车将调图运
行，购票学生一定要注意，有三趟列
车(D334青岛—北京南、K8263济
南—威海、K970青岛—通化)将不
再在章丘火车站停靠。同时新增两
趟列车(T162青岛—广州东、D341
天津西—青岛)。

另外，章丘火车站提醒通过
12306网站购票的学生，提前购票、
取票，以避免集中购票拥挤现象。订
学生优惠票的同学需要在优惠车票
所规定的区间内乘车，不要跨区间
乘车。

本报6月27日讯 (见习
记者 赵克 ) 27日，记者
从章丘公交公司获悉，章
丘市公交公司IC卡年审工
作将于7月1日开始。持有章
丘市老年人免费公交IC卡、
残疾人IC卡和残疾军人优
抚IC卡的乘客，需要进行年
度审核检验。

持有老年人免费公交

IC卡、残疾人IC卡和残疾军
人优抚IC卡的乘客需携带
身份证、伤残证等相关证件
到指定地点进行审验，审验
时需购买乘客意外伤害险12

元。审验地址：章丘市政务大
厅交通局窗口(龙泉大厦一
层)、章丘市广通公交公司一
楼西(创业路1221号)，咨询
电话：83313001、83219711。

本报6月27日讯 (见习
记者 支倩倩 ) 27日，记
者从章丘市教体局获悉，
2013年暑假放假时间确定，
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放
假从7月6日开始，9月2日开
学上课 ;高中阶段学校从7

月11日开始放假，9月2日开
学上课。

根据2013年山东省中
小学暑假放假通知精神，章
丘市结合实际，报济南市教
育局批准，确定章丘市暑假
假期。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
假时间：7月6日至9月2日，
共8周。普通高中学校暑假
时间：7月11日至9月2日，共

7周。
章丘市教体局要求，暑

假期间全市中小学要严格
遵守放假时间规定，不得随
意调整假期时间，要切实减
轻学生暑假期间的作业负
担，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
践活动，促进学生自主发
展。另外，要求各中小学校
要充分认识做好假期学校和
师生安全工作的重要性，通
过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安全
专题教育。加强预防溺水教
育，教育学生不到湖泊、河
道、水库、池塘等缺乏安全措
施的水域游泳，防止溺水和
其他伤害事故的发生。

三趟列车7月1日起不再停靠章丘站

要放假了，大学城的公交多了
公交老年卡

下周一开始年审

义务教育学校

7月6日开始放假

近日，澳大利亚南举政府理工学院的两名学前教育专家到章
丘市实验幼儿园进行学术友好访问，并向幼儿园赠送了学前教育
实习基地证书。 通讯员 孙慧娟 张瑞丰 摄影报道

附：齐鲁晚报记者张刚简介

张刚是齐鲁晚报培养出
来的一名踏踏实实做新闻的
知名记者、胡同记者。现在是
齐鲁晚报“张刚工作室”负责
人。

“当记者，就要像张刚一
样踏踏实实，贴近百姓生活和
现实社会，不浮夸，不浮躁。”
2012年5月19日，中央及省内
各大媒体刊登全国优秀新闻
工作者、山东省人大代表、齐
鲁晚报记者张刚的事迹后，引
起各方反响。

幼儿园来了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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