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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烟设班“揽才”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老
教授协会基础教育研究与发展中
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北大附中原
校长赵钰琳介绍，现在的高考制
度培养出的人才大部分都是有着
标准答案的人才，而随着经济的
发展社会更需要有创新能力和探
索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了进行
这个课题的研究，北大优秀创新
人才培养实验班应运而生。

作为华北地区的代表中学，
对于为什么选择烟台四中，专家
们也有着自己的考量。“首先这
个中学要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同时，这个学校的校长有着在办

学上进行日益改革的想法和决
心。”赵钰琳说。

据悉，目前在全国一共有4

所这样的实验学校，分别在广
东，陕西，四川和山东，烟台四中
是山东首个实验学校。

选学生不全看成绩

按照计划，虽然是实验学
校，但是并非所有的学生都能够
加入进来。

“现在我们是2013年升入高
一的同学中选择一些，差不多20
- 3 0人，参与到我们的课程中
来。”赵钰琳介绍，其实并不是所
有的同学都适合这个课程，所以
专家也专门制定了一种标准。

“首先，要基于成绩进行选
择；其次就是我们专门研发的9

套软件，对同学们的创新思维能
力和抗压能力等心理素质进行
测试；最后将对同学进行面试，
看看他们的沟通等方面的素
质。”赵钰琳觉得，通过这三种方
式完全可以看出同学们在性格
以及谈吐上的素质。

北大教授亲自授课

实验班和普通班有什么区
别？赵钰琳介绍，因为中学生面
临着高考，所以创新课程也都是
在传统课程的基础上研发的：一
方面是锻炼创新思维能力的课
程，另一方面就是以网络课程为

主的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课程。
这些课程都是由北大的老

教授亲自进行讲解的，同学们甚
至可以趁着假期到北京参加一
些教授微课题的研讨，不会因为
接受了更多的创新课程而影响
高考。

因为实验班的名称中带有
北京大学，很多家长都很关心在
将来的高考自主招生中，这些实
验班的同学是否会在北大自主
招生中获得优惠。对此，赵钰琳
也介绍，这其实是“水到渠成”的
事情。他认为自主招生是为了吸
引具备创新能力的同学，虽然实
验班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自主招
生，但是实验班所培养出的同学
参加自主招生的素质肯定已经
形成。

北北大大老老教教授授将将亲亲自自来来授授课课
四中明年将开设“北大之星”班，是山东首个北大优秀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

本报记者 刘清源 林宏岩

“2014年招生，我们将
单独招收一个班级，名称
是‘北大之星’班，作为北
大优秀人才培养实验班，
班额实行小班化。”7日下
午2点，烟台四中“北京大
学优秀创新人才培养实验
校”揭牌仪式举行，烟台四
中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2014年开始，学校将为此
单独招收实验班级。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李
楠楠) 7日，记者获悉，烟台一
中、烟台二中和莱州一中等3所
学校的校长都已经接到了北大
招办的通知：继续推荐优秀毕
业生免笔试入围北大自主招生
面试，并可享受高考中一本线
录取的大优惠。

按照北大政策，被校长实
名推荐成功的学生将免自主招
生笔试，直接参加面试。通过面
试的学生，可在高考录取时享
受不同幅度的优惠。

按照往年政策，获得推荐
资质的学生，在高考录取时最
高可享受降至当地本科一批控
制分数线录取的优惠政策，并
在专业录取过程中享受相关优
惠政策。一般学科成绩综合排
名达到全年级文、理各前1%的
学生才有望被推荐。

“学校要想取得这个推荐
资格也是很难的，一般每年至
少要给北大输送 3名学生才
行。”烟台一中教务处刘志强老
师说，每年的这个时候，清华和

北大都会先后发来通知，希望
学校推荐优秀学生，有点针锋
相对的意思。两所国内顶级高
校提前布局的自主招生，其实
是一场针对高分学生的“掐尖
游戏”。

“推荐标准万变不离其宗，
高分学生是必然的，然后就是
有特长，综合素质再好一点。毕
竟是实名推荐，谁也不敢拿学
校的声誉当儿戏，当然要选最
好的学生推荐。”一所高中主管
教务的副校长说。

各个学校每年都会成立由
校长任组长的选拔领导小组，
推荐学生需要经过自荐、面试
等多个环节，并进行7天的公
示。

烟台二中已经连续四年获
北大校长实名推荐资格，烟台
一中和莱州一中之前已经获得
了清华大学“新百年领军计划”
推荐资格。最近几年，被选拔推
荐出来的学生高考成绩都不
错，录取时的60分优惠基本派
不上用场。

120半年抢救

160名“断气”患者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宋佳
通讯员 吴明顺) 7日，记者从

烟台市120急救指挥中心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全市共抢救心跳呼吸
骤停患者复跳160例。8日上午8点，
111名从业人员将在山东工商学院
进行急救技能比拼。

“160例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它背后影响到的不仅仅是160个家
庭。”烟台市120急救指挥中心一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心跳呼吸骤停
考验了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的速度，
也考验了抢救的技能，让160例复
跳已经说明了从业人员的水平。

为更进一步提高全市从事120

急救医护人员急救技能，8日上午8

点，全市37家120入网医疗机构，共
111名选手将在山东工商学院参加
急救技能大赛。

烟台名将魏宁

今天在济大婚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于涛 )

“魏宁结婚啦？”莱州体校的一名
工作人员听闻此事，语气中充满了
惊喜。11月8日，烟台莱州射击名将
魏宁将在济南举行婚礼，得知消息
的家乡人民为她感到由衷的高兴。

魏宁，女，烟台莱州人，中国射击
运动员，主要项目是女子飞碟，曾在
2001年世界杯飞碟射击赛摘取女子
双多向75靶金牌。在2010年广州亚运
会上，魏宁获得亚运会女子双向飞
碟个人金牌和团体金牌。2012年伦敦
奥运会，魏宁代表中国队参加女子
飞碟双向的决赛，获得银牌。

在9月5日的全运会上夺得女
子双向飞碟射击比赛冠军后，魏宁
最近可谓双喜临门。11月8日她即
将步入婚姻的殿堂，这些天正忙着
筹备在济南举行的婚礼。

7日，记者拨通了莱州体校的
电话，这是魏宁曾经学习生活过的
地方。

对于学生大婚的事情，魏宁在
莱州体校学习时跟随的杨教练早
已经知道了。杨教练说：“魏宁已经
通知我了。我们准备等她归宁回到
家乡的时候去见个面。”

杨教练说，在他的印象里，魏
宁是个懂事、刻苦的孩子，对于杨
教练来说，魏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
一样。

在询问到魏宁的联系方式后，
记者与她取得了联系。

魏宁当天因为忙于婚礼，所以
并没有聊上几句。“因为要接待外
地来的客人，所以今天挺忙，不好
意思。”虽然魏宁表示自己不能抽
出时间接受采访，但当她听到家乡
父老对她的祝福时，还是高兴地说
了句“谢谢”。

烟烟台台三三所所高高中中校校长长可可荐荐学学生生上上北北大大
分别为烟台一中、烟台二中和莱州一中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于
涛 ) 对于球迷来说，请假在
家看球，或者去酒吧与志同道
合者一起为喜爱的球队呐喊
已经是家常便饭。但是去电影
院从超大屏幕上欣赏球赛，又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11月9

日亚冠决赛前，烟台鲁信影城
推出了一个“去电影院看亚冠
直播”的活动，没想到订座情
况火爆。

烟台鲁信影城的宣传经
理王胜麟介绍，6日下午 5点
多，鲁信影城发了微信微博，
并在论坛发了条消息，大意是

邀请球迷一同去该影院观看
广州恒大VS首尔FC的亚冠决
赛。

当天晚上就有10多个人
打电话询问。第二天影城刚开
始营业，就有顾客一口气买了
10张票。

“现在已经预订出100多张
了，原定84座的小厅已经不够
了，我们又临时把活动改到最
大的、总场地300多平方米的放
映厅进行，总共有227个座位。”
王胜麟说。

人数超出预期，会不会带
来一些麻烦呢？对此，王胜麟倒

是很有信心：“我相信烟台球迷
的素质是很高的。”据了解，这
次的活动预售票价格是30元一
张，相当于一场打折电影的价
格。

7日上午10点钟左右，一位
市民前来购买活动的预售票。

“我是在论坛上看到这个消息，
就过来买了，顺便给我朋友也
买一张。”这位市民说，他是恒
大的球迷，他一直在关注这次
亚冠决赛。

据观察，上午前来购票的
市民，大多会替朋友们再买几
张。

这次的亚冠决赛直播活
动，是烟台影院的另一种尝试。
前段时间，五月天现场演唱会
也曾登陆大荧幕，当时烟台的
五月天粉丝甚至包场观看。

而在五月天演唱会这部不
是电影的“电影”播出后，许多
影院也纷纷“开了窍”。

曾有影院在影厅播放电子
竞技比赛的直播，也有影院播
放中国好声音的决赛等。种种
事例，让这次的亚冠决赛直播
这种看似和电影院“不搭”的事
情，似乎也变得可以理解了。

电电影影院院要要现现场场直直播播亚亚冠冠决决赛赛
烟台球迷挺捧场，多是买好几张票跟朋友一起看比赛

影院类似活动

6日，芝罘区只楚药业举办
首届“只楚杯”消防技能大比
武，芝罘区公安消防大队作为
此次比武的嘉宾和裁判。通过
开展消防技能比武活动，增强
了企业消防安全理念，并强化
了从业人员应对消防突发事件
的处置能力。
通讯员 孔杰 孟凡修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影报道

消防
大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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