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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人获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其中风浪中勇救落水者的5名学生被授予见义勇为先进群体

本报7月11日讯 (记者
刘清源 通讯员 王崇宝 )
2013年秋季开学，开发区学校
布局调整中，大季家辖区和东
区布局调整涉及到3所初中、6

所小学，将有5所新建学校投入
使用。

今年9月份新学期开学，开
发区位于福莱山街道辖区的第
四初级中学、第九小学，第八小
学将迁入新校区，大季家辖区
的第五初级中学、第六初级中
学将合并组建新第五初级中
学，大季家中心小学和芦洋小
学、大赵家小学、巨峰小学将合
并组建新大季家中心小学。“从

目前施工进度来看，在7月底，
这5所学校完全具备使用的条
件。”教体局校管处负责人说。

据了解，新建的5所学校所
有教室内均安装了“班班通”和
校园网。其中，第九小学投资
260多万元，建有12个功能教室，
分别是音、体、美功能教室各2

个，录播教室、科技馆、科学探
究实验室、综合电教室、图书
室、多功能教室各1个。其他新
建学校也都按此类“高标准”配
备，师生可以在新学期用上崭
新的仪器。

为了让相应学区的学生
家长较早知道自己所在学区，

尤其是像第四初级中学和第
九小学这两所今年新投入使
用的学校，教体局提前划分好
学区，并以《明白纸》的形式，
将家长关注的问题进行一一
解答。其中，第九小学招生区
域为长江路以北，天山路以
西，峨眉山路以东及周边区
域，主要包括静海小区、广源
天际、碧海绿洲、宁海小区、怡
海翠庭、国奥天地、静海苑、东
方国际等居民区。从一年级开
始实施划片招生。第四初级中
学学区为珠江路以南，衡山路
以东、五指山路以西的区域，
主要包括东星小区、融科林

语、金光小区、刘家台子、杨家
台子、宫家台子及福莱商城等
小区。2013年从初中一年级开
始划片招生。

除此之外，在大季家辖区，
教体局联合交通、公安、公交等
部门组织专门力量，先后走访
各村居站点29次，确定公交路
线11条，实现了“一人一座一安
全带”，解决好学生的上下学交
通问题。另外，学校还加快食堂
建设，其中第九小学餐厅建筑
面积2800多平方米，第四初级
中学餐厅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
米，均为三层食堂，均可满足学
生在校就餐。

开发区9所学校将新迁或合并
新建5所学校7月底前具备使用条件

本报7月11日讯 (记者 蒋
慧晨) 本报于7月4日C12版报
道了《清泉学校小学、初中学生
分流》的消息，烟台清泉学校将
要拆迁一事一直备受社会各界
关注。11日，记者了解到，烟台
清泉学校基础教育阶段的小
学、初中学生，已经综合学生基
本情况和家长意愿进行分流安
置或选择自愿转学。目前，烟台
清泉学校接受分流安置的学生
已与新学校完成了交接。

从去年开始，烟台清泉学校
将要拆迁一事就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关注。市民关注的焦点，大
部分都关于学校拆迁后，基础教
育阶段的去留问题，以及学生的
安置问题。小学、初中、高中部到
底何去何从？学生整体搬迁，还
是家长自行联系安置学校，或是
由教育部门统一安置？

11日记者了解到，此次需要
分流安置的小学、初中学生共有
166人，经过前期对学生生源地、

是否住校、有无外来务工和房产
居住证明等相关信息的收集，并
综合学生和家长的意愿，有74名
学生接受统一分流安置，其余92

名学生选择自愿转学。
其中，莱山区籍符合莱山

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政策的义
务教育阶段走读学生，由莱山
区教体局进行统一安置，符合
要求的学生被安置在烟台大学
附属中学和莱山区实验小学。
剩余的义务教育学生，按原计

划要求，根据家长和学生的意
见，自主选择安排在烟台双语
学校或烟台培英学校。

据了解，11日，接受分流安
置的74名学生，已经完成了烟
台清泉学校和接收学校的交
接，学生的暑假及下学期安排，
将有接收学校安排。此外，选择
自愿转学的92名学生也正在自
行联系接收学校，联系好后，将
由市区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时
办理转学手续。

格《清泉学校小学、初中学生分流》追踪

清泉学校74名学生已完成交接
其余92名学生选择自愿转学，正在办理转学手续

本报7月11日讯 (记者 于飞
实习生 王娇) 11日下午四点，华
侨学校召开家长会通知，12日早上学
校会统一组织带领学生到烟台五中
报到。有家长觉得烟台五中的硬件条
件比华侨学校好，搬过去也挺不错，
但大部分初三学生的家长担心新的
环境会影响学生的成绩，毕竟初中最
后一年至关重要。

华侨学校家长会4点开始，可是不
到3点半学校门前就聚集了不少家长。
刘女士的儿子今年上初三，她说最近
儿子一直唉声叹气，想到要换到新的
学校就难受，之前跟班主任的关系都
很好，而且这个班主任本来要跟他们
班一起升级的，到了新的学校后恐怕
就要换班主任了，会不舍得也不适应。
也有家长说，自己的孩子在家也闷闷
不乐，主要是因为华侨学校的学生搬
走后，华侨学校就不存在了，孩子说自
己没有了母校，以后别人问他初中在
哪上的，说起华侨学校可能大家都不
知道曾经还有过这么一个学校。

记者从学生家长中了解到，搬到
新的学校后，学生可能要换新的老师，
所以现在的老师对于学生的学习成绩
做了总结，学生哪些学科比较弱，需要
格外补习，都一一跟家长交流了。

据了解，12日上午，华侨学校的
领导和老师会带领学生统一到烟台
五中报到，安排新的教室，做好暑假
和下学期的入学准备。

华侨学校师生

今天“搬家”

本报7月11日讯 (记者 曲彦霖
通讯员 徐纪洋 王左) 莱阳市

万第中心小学楼项目9月即将竣工，
这意味着一所小学和初中一体化的
学校即将投入使用。

据介绍，万第中心小学楼项目计
划9月份竣工并投入使用，总建筑面
积2150平方米。届时，万第中心小学
整体搬入，学校将成为一所容纳1200

余人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万第中心小学

计划9月投入使用

本报7月11日讯 (记者 王
晏坤) 10日，烟台市社会管理
综合治理委员会、市见义勇为
基金会联合对烟台市见义勇为
先进个人、群体和单位的表彰
活动正式结束。共表彰全市
2012年度全市先进个人36名、先
进群体6个和先进单位16家。

11日，烟台市见义勇为基
金会工作人员介绍称，今年仍
然延续了去年的表彰形式，没
有进行集中表彰，而是由工作
人员直接将奖金送到先进个人
和集体的家里或者单位。

为表彰先进，烟台市社会
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烟台市
见义勇为基金会决定，授予烟

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等
16家“烟台市见义勇为工作先
进单位”称号；授予付泉霖等36

人“烟台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称号；授予烟台汽车工程职业
学院5名学生等6个群体“烟台
市见义勇为先进群体”称号。

据介绍，2012年9月23日下
午3点多，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
院张传其、张金良、张攀飞、李
珂珂和孙文泽等五位学生到开
发区金沙滩游玩。在划船游玩
过程中，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呼
救，循声望去，发现有人在离岸
边六七十米的海水中挣扎，时
隐时现，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风大浪高，面对这一

情况，这五名同学没有一个人
考虑到小游船可能随时被大
浪掀翻，没有一个人考虑到自
身都不会游泳的危险情况，却
不约而同地说“赶快救人！”
当到达落水地点时，满身疲惫
他们几经周折才成功地将落
水者救起。回校后，五人没有
向任何人提起此事，直到9月
24日晚，闫女士夫妇专程从开
发区赶来当面道谢，并送来了
一面锦旗，学校的老师和同学
们才知晓此事。采访得知，这
五位同学平均年龄19岁，在学
习和生活中，他们积极乐观、
充满朝气、严谨自律、自信勇
敢。

近年来，烟台已涌现出数
十位见义勇为模范，山东“最美
女孩”刁娜、救员工于火海的最
美富二代周江疆、托举哥蒋兴
保断臂救人等，本报都曾第一
时间进行专题报道，传递社会
正能量。

据烟台见义勇为基金会
的工作人员介绍，烟台已建立
见义勇为人员保护长效机制，
特别要照顾好因见义勇为牺
牲及伤残人员的家庭。加强与
民政部门和慈善部门的联系，
争取他们的支持，切实为见义
勇为英雄解除后顾之忧，防止

“英雄流血又流泪”现象的发
生。

格相关链接

见义勇为先进个人（36名）

徐彦兵、张少舰、宁伟、付泉霖、于
国立、张继承、杜勇、姜丹平、侯云龙、
王吉虎、许勇、刘涛、高翔鹏、孙福建、
赵锡文、孙大林、杰森(澳大利亚籍)、孙
强、李学宁、王韬、冯秀宁、于江涛、王
红、李春万、李春录、姜平、刘永坤、欧
海涛、焦柳行、焦松贤、郭奎元、吕芳
杰、张金磊、胡光武、郑海涛、张仁群。

见义勇为先进群体（6个）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学生救
人群体(5人)，烟台海普制盖有限公
司员工救人群体(6人)，莱阳河马崖
大桥救人群体(5人)，长岛县北隍城

“1 . 25”抢险救人群体，大连獐子岛渔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岛分公司

“4 . 26”抢险救人群体，招远泉山大桥
救人群体(3人)。

11日，莱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相继发生多处险情，莱州边防大队立即启动抗洪抢险预案，要求全
市边防官兵进入战备状态，并立即成立两个抗洪抢险突击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目前，共出动车
辆15台次，官兵60余人次。

通讯员 李乾桢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影报道
抗洪

本报7月11日讯 (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李振) 近日，莱阳市召

开学前教育镇村一体化管理现场会，
莱阳将在全市推行以“七统一”为主
要内容的镇村一体化管理模式，发挥
镇街中心幼儿园的示范指导作用，努
力提高优质学前三年教育普及程度，
促进学前教育工作健康和谐发展。

据介绍，学前教育“七统一”即收
费统一标准、经费统一管理、办公设
施统一配置、教师统一调配、教师工
资统一发放、业务统一管理、办园质
量统一评估。通过学前教育“七统
一”，莱阳将探索全面实施“镇村一体
化”管理的模式，进一步彰显镇街中
心幼儿园的辐射和示范作用，促进莱
阳市学前教育均衡和健康发展。

莱阳学前教育

实行镇村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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