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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教育培训

2014年艺考有四大变化

艺艺术术类类专专业业文文化化成成绩绩要要求求更更高高
3日，从教育部阳光高考

信息平台获悉，近日，部分省
级招办根据教育部有关要求，
陆续发布2014年普通高校艺
术类专业招生政策。从这些政
策中可以看出，与往年相比，
2014年艺考有四大变化。

变化一：进一步扩大省级
统考的科类。各省级招办将按
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
录》中艺术学门类专业逐步组
织开齐音乐学类、舞蹈学类、
戏剧与影视学类、美术与设计
学类统考，进一步扩大省级统
考适用范围。

目前，各省级招办普遍举
行美术与设计学类统考，部分
省市还举办音乐学类等统考。
今后统考的范围将进一步扩
大。例如，内蒙古招办表示
2014年将进一步完善和继续

施行原有的音乐类、美术类专
业统考，在此基础上拟新增编
导类、播音类、表演类、舞蹈类
专业考试全区统考。

变化二：逐步提高艺术
类专业文化成绩要求。省级
招生考试机构、高校将在当
前本地 (校 )划定的文化成绩
录取标准基础上，立足高等
艺术专业教育和学生长远发
展，分类逐步提高有关专业
文化成绩要求。

提高艺术类专业文化成
绩要求已是大势所趋。最近两
年，北京电影学院、北京服装
学院等多所艺术类院校已经
提高了文化课成绩在招生录
取中的权重。中央美院、清华
美院等高校录取的考生的文
化课成绩也逐年提高。

辽宁省招考办负责人表

示，从2014年起，高考艺术类
的文化课分数线将不低于“二
本”分数线65%至70%。湖北省
招生办也表示，从2014年起逐
步提高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
主持等专业的文化成绩。这都
将使艺考生面临新的挑战。

变化三：严格限定按艺术
类招生的专业。艺术教育、服
装设计与工程、风景园林、文
化产业管理这4个可授予艺术
学学位的非艺术学门类专业，
若招生学校有相关专业要求，
需在招生简章中明确考生应
参加的专业考试科类及录取
要求。

除了上述4个专业外，其
他非艺术类专业不得按艺术
类专业招生考试办法招生。各
省招办已经陆续出台相应的
通知。例如，黑龙江规定2014

年学前教育专业不再按艺术
类专业招生考试办法招生，内
蒙古拟规定空乘、安检、学前
教育等本科专业2014年起不
得按艺术类专业招生。

变化四：深入实施招生
“阳光工程”。各省级招生考
试机构、高校将加大艺术类
专业招生信息公开和公示力
度，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
进一步促进艺术类专业招生
工作的公平、公正。相关管理
部门还将采取有力措施清理
艺考培训活动，严禁工作人
员、教职工尤其专业教师，单
独、联合或委托举办高考艺
术类应试培训、推广活动，严
禁各级各类学校为各艺术类
应试培训机构提供场所或设
施。
(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今年12月1日是第26个“世
界艾滋病日”，主题为“行动起
来，向‘零’艾滋迈进”(英文主题
Getting to Zero)，副标题是“共抗
艾滋，共担责任，共享未来”。泰
安市教育系统围绕世界艾滋病
日，结合自身实际，组织开展了
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近日，在江苏省无锡市举
行的全国校园影视教育工作会
上，宁阳县实验中学向中国教育
电视协会、中国中小学校园电视
专业委员会申请的“全国校园影
视教育研究实验学校”获批。学
校电视台播出至今制作了大量
的电视节目，《泰山学子》、《泰山
教师》、《班主任节》、《班主任论
坛》等多个优秀节目获市、县级
荣誉。

●为引导学生树立读书成
长观念，养成常态读书习惯，促
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近日，泰
山学院附属中学开展“城乡少年
好书传递万里行”活动。本次活
动以“好书真情、伴我成长”为主
题，各班级建立少年流动图书
站，免费为学生送阅一批优秀图
书，各班学生自愿购买喜爱的图
书，学生们积极参加，收到了良
好的教育效果。

●为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优
化艺术教育环境，深化学校艺术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学校艺
术教学质量，泰安三中立足学校
实际，结合大汶口传承悠久的黑
陶艺术，成立了大汶口土陶艺术
工作室，积极创建中国传承艺术
学校。学校投入将近10万元购买
了电窑、拉胚机、练泥机、泥板
机、铁转台等陶艺器材，开展了
大汶口土陶艺术课题研究，聘请
陶艺专家葛正春到学校指导工
作，并派师生定期到泰安大汶口
惠生陶艺研发有限公司实地学
习先进的陶艺技术。

●泰安市第一实验学校花
园校区于11月25日至29日，成功
举办了“相约实小幸福校园”开
放周活动。活动期间，学校每天
邀请一个年级的家长，走进校
园、走进课堂，让家长亲身经历
孩子在校的学习和生活，关注孩
子的健康成长。一周来，近七百
余位家长走进实小，通过听课、
参观、交流，了解学校的教学特
色、办学理念以及取得的成绩。

●省庄镇中心幼儿园11月28

日在幼儿园举行“幼儿自制玩教
具活动展示”观摩活动，巧妙利
用日常生活材料，废旧物品，设
计制作符合现代教育思想的教
具。活动充分调动了家长的积极
性，孩子们不但体验了制作玩具
的成功感，同时在玩的过程中探
索出各种各样的方法。 (白雪)

1 4日，澳美国际英语老
师优质课评比大赛在泰安校
区举行。来自泰安、新泰、宁
阳、莱芜4个校区的老师参加
比赛，最终泰安校区郭莉娅
获得一等奖、泰安校区刘芬
获得二等奖、莱芜校区刘艳
芬获得三等奖。

各参赛老师都十分重视
本次比赛，虽然只有短短的
4 0分钟的授课展示，但每位
老师都在此之前进行充分的
准备。课堂教学比赛中，每位
参赛教师经过缜密的构思，
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把

各自的教学特色、教学亮点、
教学风采一一展现在了评委
面前。

选手们在竞赛中将自己
对新课标、新理念的理解、对
文本和学生的深入钻研，充
分展示在课堂上；教学设计
体现了“活动化、情景化、生
活化”的英语教学特点，教学
环节完整，新知操练到位，注
重了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新
颖生动的教学方式，大大提
高了课堂效率，增强了学生
对学习英语的兴趣。尽管参
赛教师的教学风格、教学方

法各有不同，但他们流利的
口语，实用的教学课件，新颖
独特的评价方式，活泼有趣
的情景教学，循循善诱的学
法指导等，无不展示了澳美
国 际 英 语 教 师 过 硬 的 基 本
功。

本次大赛场面热烈，精
彩纷呈，成果显著。它不但见
证了澳美国际英语教师的教
学质量与教学实力，让广大
英语教师在比赛中将教学质
量得到提升，为澳美国际英
语课堂教学再上新台阶提供
无尽的源动力！

参赛老师刘芬说：“这次
比赛采用全英语授课，提升
了我的口语水平；同时借助
这次机会让我学习了别人，
取长补短。”

澳美国际英语泰安和莱
芜分校的校长贾伟伟说：“这
种形式的比赛我们每年都会
举办一次，为老师搭建一个
展示自己，相互学习，相互激
励的平台。最终目的是为了
促进我们学校老师的专业成
长，提升我们老师的学科素
养。”

(孙思荣)

澳美国际英语教师优质课评比大赛落幕

““每每年年举举办办一一次次，，多多相相互互学学习习””

教育咨讯

1 1月 3 0日，在泰山中学，
2011级高三级部举行200天誓师
大会，表彰成绩优异的学生的
同时，高三学生一起宣誓，要更
加努力地学习。

11月30日，泰山中学高三年
级学子齐聚到小广场参加誓师
大会，会上，许其宝主任首先宣
布表彰学生名单，学生们上台
领奖后，学生家长、教师代表、
学生代表分别发言，与学生们
一起分享大学梦想。

家长王圣举说，作为家长，
他觉得对孩子在学习方面的督
促和鼓励是很重要的，应该以
身作则，“我和孩子的妈妈下班
后，除了吃饭时间看看新闻，晚
上几乎不看电视。”

教师代表刘德胜用自己的
故事激励学生，他1965年出生，
老家在肥城。共有兄弟姊妹三
人，他们都是通过80年代的高
考考出的农村学子。

他叮嘱学生们：“无可否
认，适当的休闲娱乐有助于你
的学习，但过分了便是你的不
明智，想一想，还有多少的时间

让你们挥霍，还有多少个今天
让你们学着懂事，恐怕没有多
少。因此，愿你们愿意忍痛割
爱，暂时忘了姚明，忘了CS，忘
了周杰伦，忘了《中国好声音》，
愿大家都能好好把握最后的200

天，让你的人生由此展开美好
的一页。”

学生代表程佼原本学习并
不出色，但现在已经在级部排
名前五名内。她认为每个人都
有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适合
的才是最好的。鼓励学生们和
她一起努力奋斗200个日夜。

在誓师大会结束时，伴着
《真心英雄》的曲子，学生们一
起宣誓。

（白雪）

泰山中学中加班高三陈旭冉，经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全英文的笔试和面试，凭借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和过硬的心
理素质，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世界排名前二十名)录取。

本报记者 白雪 通讯员 李媛 摄

泰山中学高三学生誓师，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加油

““奋奋斗斗二二百百天天，，圆圆我我大大学学梦梦””

圆梦多伦多

誓师大会。

市教育局和泰安移动公司战略合作

签签约约共共建建数数字字化化校校园园
本报泰安12月2日讯(记者

白雪) 11月29日上午，市教
育局与泰安移动公司举行泰
安智慧教育·数字化校园建设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协议约
定，市教育局与泰安移动公司
在全市教育城域专网、教育云
计算中心、教育网络空间应用
平台等方面开展合作，助推幸
福教育深入实施，以教育信息

化带动教育现代化。
据了解，泰安市从今年年

初正式启动数字化校园建设
工程，着力打造网络化、数字
化、智能化的幸福教育，建设
广大中小学管理人员、教师、
学生及其家长互联互通、共建
共享的数字化教育家园。

数字化校园建设工程的目
标，要基本建成网络条件下教

学与学习环境；形成丰富的各
级各类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并
将优质数字教育资源送到每一
个班级，实现在教学与学习过
程中的普遍使用；使所有教师、
初中以上学生基本实现每人拥
有一个实名的网络学习空间，
真正把信息技术与教学实践的
深度融合落实到每个教师和学
生的日常教学与学习活动中。

本次签约仪式，市教育局
局长、党委书记张勇华，泰安
移动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张
磊出席仪式并分别致辞，市教
育局副调研员、党委委员刘兴
成，泰安移动公司副总经理、
纪检书记曲振洪代表双方签
署协议书。市教育局副局长、
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苏雪
峰主持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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