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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全全市市高高清清探探头头44月月底底全全部部启启用用
“天网”工程探头位置，将会提前告知市民

为学生读懂文章却做不对题目出招

济济南南新新东东方方校校长长到到泰泰山山中中学学做做公公益益报报告告
本报泰安4月17日讯 (记者 白

雪) 2014年4月12日(星期六)，新东方励
志与学习方法公益报告会在泰山中学
举行。学生们不止学习到了英语的学
习方法，还激励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济南新东
方学校校长许顺康作了“关于高中生
英语学习方法”的报告，他通过回顾
自己和众多学生的高中三年，对高中
三年的学习时间和重点安排进行整
体规划。

他强调了“做计划、抓效率、重反
思”的理念。许顺康校长认为，不拘泥
于正统枯燥的背诵，而是用年轻而开
放的心态，让人全身心地拥抱英语，
插上腾飞的翅膀，翱翔蓝天，享受快
乐与激情。

他通过举例，讲解自己记忆、阅

读写作的方法和技巧，提升学
习兴趣和学习方法。在报告会
上，他讲述了自己在中学读书
时的经历——— 从后进生通过
勤奋刻苦，进步为优秀生、最
终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
系的故事，激励了学生的学习
热情。

新东方科技教育集团优
秀教师刘英胜老师还作了关
于“人生奋斗、立志学习”的报
告。他通过讲述艺术生学英语的故
事，给学生树立长远目标，讲述自身
成才的故事，给学生传递自我实现的
价值观。

刘英胜老师通过暖场段子烘托
气氛，“每一个成功者都是大梦想家，
他们因梦想而伟大，无论什么时代、

年龄、境遇……学习英语同样需要放
飞梦想、超越梦想。”由此引出了背诵
单词的三个难点，并分别给出建议。

他分析了英语阅读的三大问题：
“为什么阅读很烂、为什么读懂却做
不对题目、怎么学习阅读”，并给出了
科学的解决办法。

本报泰安4月17日讯(记者
白雪) 4月12日上午9:20，在

办公楼二楼接待室，召开了新
东方与泰山中学部分英语教师
代表参加的、主题为“中学英语
大数据与方法论”的座谈会，会
议由分管教学的副校长胡国保
主持，济南新东方校长许顺康
和刘英胜老师与泰山中学英语
教师代表进行交流。

泰山中学参加座谈会的教
师代表有：高一年级的岳红英、
高新安、崔茜老师；高二年级一
级部的马怀涛、张中成、张娜老
师；高二年级二级部的张一鸣
老师。

座谈会就英语的学习方

法、如何提高英语的应试能力
等内容进行讨论，老师们各抒
己见。

一位老师认为，英语写作
的重点与社会热点话题紧密相
连，关注社会热点、新闻热点，
具有很强的时代感。

还有老师表示，英语作文
除了紧跟社会潮流、与时俱进
以外，还有很多内容非常贴近
学生生活，从小事说起，从身边
说起，让学生有话可说。

“高考英语试卷的写作题
目中，突出语言运用功能，体现
学以致用。”一位老师说，与新
东方老师一起交流，学到了一
些可取的教学方法。

中学英语座谈会召开

泰山中学教师与新东方谈英语写作

本报泰安4月17日讯(记者
曹剑 ) 近几天，一条关于

“零时起，全市启用高清摄像
头”的短信，让不少驾驶员“人
心惶惶”。泰安市交警支队负
责人说，短信内容不符实，全
市高清探头4月底启用。

15日，不少市民致电本报，
咨询收到关于“零时起，全市
启用高清摄像头”的短信是否
属实。记者看到，短信内容为

“今晚0:00分开始，本市高清探
头全部启动，集中专项整治驾
驶、副驾驶不系安全带，相同

处罚；开车时拨打电话，罚款50

元，闯黄闪200元，越线停车罚
款100元，于昨晚18时至零时，
为期60天，全市交警集中查处
酒驾，一经查实，一律拘役6个
月，5年内不得考证。每月 1 0、
20、30日由市局带队，每月3、7、
13、17、23日和每周五、六日，市
局组织综合执法检查，时间为
中午12点至晚23点，相互转告
好友避免被罚。”

泰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
负责人说，近日舆情监控已经
监控到这条线索，并且做了辟

谣。“我们了解到是青岛启用
高清摄像头时，相互转发的一
条 消 息 。泰 安 一市民 接 到 之
后，传发到泰安市一家电台，
该广播电台直接用微信推送
了。”负责人说，现在广播电台
已经做了更正。

“短信里很多内容不符合
实际 。例 如 副 驾驶不 系 安 全
带、闯黄闪，泰安并不处罚，越
线停车指四个轮子全部越线，
如果两个前轮越线，目前也不
处罚。酒驾也分酒后和醉驾，
醉驾入刑1至6个月，发生事故

判 刑时间 更 长 ，不 能 一 概 而
论。为了安全起见，提倡副驾
驶系 上 安 全 带 ，黄 闪时别 抢
灯，杜绝酒后驾驶。”负责人
说，为期60天的治理也不准确，
并无安排。

该负责人说，泰安市天网
工程会在4月底启用，高清探头
全部启动。其中包括122处电子
警察、143处道路监控、31处治
安卡口等，届时会集中公布位
置，哪些处罚、哪些不罚会在
权威媒体报道。

本报泰安4月17日讯(记者
侯峰 ) 16日，市委组织部、

市财政局等部门联合联合下发
文件，到2020年全市将选拔培
养会计领军人才150名，符合条
件者将在职称评聘、课题研究
等方面获得优待。首批50个名
额将在4月30日前接受申报。

16日，《泰安市会计领军人
才选拔培养实施方案》出台，
根据规定，2014年，泰安市将首
批选拔和培养企业类40名、行
政事业类10名会计领军人才，
培养周期2年；到2020年，全市

选拔培养会计领军人才达到
150名，其中企业类120名、行政
事业类30名。

据了解，具备条件的人员
由本人提出申请，填写《泰安
市会计领军人才选拔培养申请
表》。由各县市区财政局和市
直部门、单位审核，并于2014年
4月30日前，将有关申请材料统
一报市财政局会计科。2014年5

月下旬组织笔试。面试时间为6

月中上旬。领导小组将根据综
合成绩(笔试、面试成绩占比分
别为6 0%和4 0% )，并参照工作

能力和业绩，最终确定培养人
选。

待遇方面，对取得《泰安
市会计领军人才》证书的，事
业单位的按照有关规定在职称
评聘方面作为参考，企业的推
荐落实相应待遇；择优推荐作
为单位总会计师、财务总监竞
聘候选人；择优聘任为会计准
则制度咨询专家，选聘担任会
计业务培训师资等；优先推荐
担任市会计学会理事候选人；
优先参加市财政局、市会计学
会等组织的会计科研、学术活

动，优先推荐参评山东省和泰
安市先进会计工作者；培训期
满，对会计领军人才提交的财
会研究课题，联合市社科联等
单位进行认真评选，分为一、
二、三等奖，分别给予一定的
课题研究奖励经费。

市财政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诚实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
全市会计队伍已经达到近7万
人，作为一个行业来说，队伍
已经比较庞大，但是缺乏高层
次人才的培养选拔机制，会计
人才社会认知度不高。

全市会计人员有近七万，但缺少带头人

选选拔拔培培养养5500名名会会计计领领军军人人才才

本报泰安4月17日讯(记者
白雪) 本周日，本报小记者团将
去河北吴桥杂技大世界看精彩
的杂技，还可以看到神奇的魔术
及炫酷的马技。此次传统文化游
正在火热报名，现在仅剩10个名
额，想报名的抓紧啦。

20日早上06点30分，乘车前
往赴杂技之乡——— 河北吴桥。9

点抵达后开始游览吴桥大世界，
观赏中华民俗艺术精品——— 江
湖文化城，漫步城中可以尽情欣
赏各具特色的杂技、马戏、戏法、
气功、曲艺、独台戏、拉洋片、驯
白鼠等艺术表演。

随后参观魔术迷幻宫，魔术

大师们靠灵巧的双手和奇特的
道具，魔幻般地变出奇妙的世
界。1 2：0 0午餐，此次旅游不含
餐。

13点30分开始游览马戏游
乐园。15：00集合乘车返回，约17

点30分到达泰安。
此次活动需家长陪同，原价

238元一位，小记者及家长优惠
价200元一位。此次活动含旅行
责任险及人身意外险。

集合时间：4月2 0日（本周
日）早6:30。

集合地点：龙潭路市委党校
斜对过毛家饭店前。

报名电话：18653881019。

小小记记者者游游吴吴桥桥
还还剩剩1100个个名名额额

本报泰安4月17日讯(记者
赵苏炜) 19日，市科技馆和市科
普志愿者联合会邀请200名孩子
和家长，到科技馆体验快乐科
普。

此次活动是由市科技馆、市
科普志愿者联合会主办的“快乐
科普行计划”：“体验科学——— 少
年儿童科技知识普及项目”，利
用现有科普资源，发挥科普场馆
基地作用，给孩子们开辟一个认
识世界、学习科技知识的窗口。

“周六的活动包括参观、体
验市科技馆展品，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为孩子们讲解科技知识，培
养孩子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的兴
趣，促进他们健康快乐成长。”市
科普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说。

想参观科技馆、学习科学知
识的学生们和社会人员都可参
与，市科普志愿者联合会的工作
人员们表示积极欢迎，时间定在4

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9：00至10：
30。地点：泰安市科技馆。

邀请两百人

明天参观科技馆

吴桥杂技大世界。(资料片)

本报泰安4月17日讯(见习记
者 许富之) 近日，东岳大街、
泰山大街、擂鼓石大街和灵山大
街等多路段，同时进行绿化提升
标准段建设。市园林管理局工作
人员透露，预计5月底前全面完
成。

16日，四五个园林工人在东
岳大街东段一绿化带内，用铁锹
清理原来的植被，旁边停着的汽
车准备拉走挖出来的植物。一颗
树木已经被五六根长长的木棍
支撑起来。在道路一旁，设有明
显的“施工现场，注意安全”的警
示牌。“现在泰城四条主干道都
在施工。”施工现场相关负责人
孙先生说。

16日上午，记者从市林业管
理局获悉，本次绿化提升是对泰
城绿化现状全面调查基础上，先
期对擂鼓石大街(奈河至望岳东
路)、东岳大街(迎胜路至长城路)、
灵山大街(长城路至开元河路)、
泰山大街(龙潭路至京福高速)四
条道路开展绿化提升标准段建
设。本次提升工作，预计5月底前
全面完成。

城区4路段增绿

5月底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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