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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家园·巡城

聊城启动本科学前教育教师培养试点工作

初初中中生生今今年年起起可可直直接接读读本本科科
本报聊城5月4日讯(记者

张跃峰) 日前，市教育局举行新
闻发布会，聊城大学在初中起点
高等师范教育专科招生的基础
上，今年将开展初中起点“3+4”
本科层次学前教育教师培养试
点工作，初中生不读普通高中，
可直接读本科。

据了解，所谓“3+4”本科是
指学生入学后，前三年注册中

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3年期满
符合本科录取条件者，升入本
科层次学习4年，注册高等学校
学生学籍。修业期满、成绩合格
者由聊城大学颁发普通高等教
育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
予条件者由聊城大学授予学士
学位。

此次聊城大学“3+4”本科试
点工作，在我省是首次针对学

前教育专业开展的初中起点本
科培养工作。将实行分段培养，
前三年以聊城幼儿师范学校培
养为主，后四年以聊城大学培
养为主，今年计划招生200人，开
设初等教育、学前教育两个专
业。

此次招考将根据考生中考
成绩进行全市统一划线录取。
报考“3+4”本科的考生需具有聊

城市户籍，中考成绩不低于聊
城市普通高中录取控制线。考
生须在5月4日—10日经所在学
校同意在当地教育局基础教育
科报名并参加面试、体检。前期
未填报志愿的考生也可持身份
证、准考证和一寸免冠近照直
接到聊城幼儿师范学校招生就
业处报名。其中面试环节主要
考察测试考生从事幼儿教育所

需的基本素质和发展潜能，包
括语言表达、仪容举止、心理素
质、动作协调性及特长展示等
方面；体检内容与标准执行《普
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
见》及有关补充规定。

学生入学后可享受中职学
生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政策，进
入高等教育阶段可享受助学贷
款、生活补贴等国家政策。

聊城四中举办大型成人礼

近近千千学学生生手手挽挽父父母母跨跨过过成成人人门门

学生和家长手牵手一起走过成人门。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本报聊城5月4日讯 (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梁振 )

“燃青春、敢担当，勇超越、赢
未来。”5月4日下午，聊城四中
高二年级近千名学生度过了一
个不一样的“五四”青年节，手
挽父母跨过成人门迎来了人生
中珍贵的18岁成人礼仪式。

在“五四”青年节这个属
于年轻人的节日，很多人都在
以自己的方式铭记青春，聊城
四中高二年级近千名学生迎

来了自己的成人礼。当天下
午，学生家长都放下了手中的
工作，早早赶到学校与孩子一
同度过这一难忘的时刻。

下午2点半活动启动，学
生代表饱含深情地细数父母
18年间不辞辛苦的养育之恩，
并向广大同学倡议感谢父母
18年来的辛苦付出：“青涩的
年代，年轻的我们总是让父母
生气，不理解他们为我们做的
一切，总感觉父母是那么的不

可理喻。其实，他们的心都是
时刻在关注着我们……”听到
这里，现场有不少父母热泪盈
眶，与站在一旁的子女手握得
也更紧了。

在跨过成人门环节一开
始，父母们齐刷刷地牵起了孩
子们的手，随后在主持人的倡
议下，一起列队共同走过印有

“迈入成人门，走好人生路”的
红色拱门，并接过由学校领导
授予的“成人证书”。

随后，学生纷纷在心愿墙
上写了自己的心愿：祝福父
母、祝福老师，希望自己今后
更加担当，更加努力学习……
活动结束时，心愿墙上已经是
满满地祝福和祝愿。

据聊城四中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五四”青年节策划这
一活动，主要是为了强化学生
们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希
望所有18岁的学生都能铭记
责任。

“五一”聊城旅游挺火爆
旅游总收入达2 . 56亿元

本报聊城5月4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海涛)

记者从聊城市旅游局获悉，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市
共接待游客52.18万人次，同比
增长37 .1%；实现旅游总收入
2.56亿元，同比增长29.8%。

据悉，今年“五一”小长假
期间，春暖花开，天气宜人，聊
城独特的水韵、古城、花海等
美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前来踏青游玩。景(区)点活动、
商场促销、旅行社线路惠民政
策等一系列的活动掀起了假
日旅游新高峰，形成了继春
节、清明之后第二个旅游高
潮。

聊城市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以来聊城旅游
市场的持续火爆，一方面得
益于旅游产品新亮点增强假
日市场吸引力，市民和游客

“到江北水城喘喘气、清清
肺、养养生”的期望不断增
强，姜堤乐园、徒骇河风景
带、小湄河湿地公园、马颊河
林场、东阿洛神湖等以休闲
踏青的参与体验游成为游客
新宠儿。另一方面，连续成功

举办的两届“水文化”节等一
系列节庆活动带动的假日聚
焦效应。

另外，乡村休闲游火爆，
聊城乡村旅游已被列为鲁西
重点地区，为迎接“五一”小长
假，聊城市旅游局联合各县
(市)区推出以“赏花、踏青、闯
迷魂阵、水浒体验”等为主题
的综合性乡村旅游新线路，

“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
活、享农家乐”成为今年我市

“五一”小长假旅游新热点，各
大乡村旅游景点人头攒动，排
队体验，乡村饭庄更是人声鼎
沸、食客如云，一座难求。中华
水上古城、东昌湖风景区、景
阳冈·狮子楼风景区、徒骇河
生态休闲风景带等景区 (点)
内游人如织，均接待了大量自
驾自助游客。

记者了解到，为了进一步
做火聊城旅游，今后聊城将实
施“1542”工程，谋划建设旅游
大项目，同时加大行业监管，
积极推进旅游集散中心、信息
咨询中心建设，开通12301旅游
信息服务热线，建设视频会议
系统。

花500元买了个“便宜货”
“五一”消费陷阱多

本报聊城5月4日讯(记者
窦晴) 五一期间众商家纷

纷搞促销，不少“打折”“免费
送”的口号底下，埋藏了许多
精明商家的陷阱。家住东昌府
区的任女士就遭遇了一场窝
心事儿。

五一期间，铁塔商场附近
的某超市与玉石商家联合推
出“购物免费抽奖”的活动，只
要购物就有机会抽奖。任女士
出于试试的心态，前去抽了一
张，结果一下子就中了“一等
奖”，可享受2.5折购买玉石的
机会。

导购员不停地称赞任女
士“手气真好”，并说他们的抽
奖活动中奖率仅有20%，一等
奖更低，千万不要错过享受优
惠的机会。任女士被导购员天
花乱坠的说法说得有些动摇，
又看着玉石标价多数不到
2000元，打2 .5折也仅仅不到
500元的样子，就试戴了几款
镯子。

导购员又对任女士说，她
挑选的一款价值2000元的玉
镯子非常难得，不仅有国家质
检证书，而且假一罚十。任女

士此时已经完全相信了该导
购员的话，可是看着质检证书
上写着“玉髓镯子”，又有些怀
疑，“什么叫玉髓？玉髓是我们
说的玉吗？”该导购员信誓旦
旦地回答“玉髓就是玉的精髓
啊！就是玉！你放心！”

随后，任女士花了500多
元将此款镯子买回了家。回家
之后，翻来覆去地看着镯子和
质检证书，越想越不对。于是
先上网查“玉髓”到底是什么，
却得知玉髓根本不是我们常
规意义上定义的“玉”，非顶级
玉髓并不值钱。

随后任女士又前去某玉
石店寻求鉴定咨询，该玉石店
的老师傅说“玉髓质量非常一
般。你花500多买这么个镯子，
吃亏了。”任女士此时已经后
悔莫及，后悔“真不该贪小便
宜，吃了大亏！”但因为该商家
并未提供退货服务，任女士只
能忍了这个闷亏。

五一购物潮余热未消，消
费者进行消费时，如果遇到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妨先
擦亮双眼，瞧清楚是馅饼还是
陷阱，省的贪小便宜吃大亏。

近日，市教育局局长哈宝泉
在区教育局局长苗新泽等陪同下
来聊城八中检查指导工作。

近年来，聊城八中师生团结
一心，奋发向上，学校的教育教学
工作有了很大的提升，特别是在
社会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哈局
长要求戒骄戒躁，继续努力，使各
项工作再上一个台阶，为全区乃
至全市教育增砖添瓦。

哈宝泉还饶有兴趣地翻阅了
学校的《八中校园报》，并大加赞
赏。他指出，校园报是一个学校的
风向标，是一个学校的文化载体，
是广大师生的乐园，也是学校和
社会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
台。他指出，《八中校园报》几年的
坚持和付出，体现了八中精神，传
播了正能量，希望《八中校园报》
再接再厉，不断发展创新，努力成
为全市的排头兵。

随后，哈宝泉提笔欣然为《八
中校园报》题词。“赠八中校园报：
报纸要当推进全市教育三项重点
工作的排头兵。”

(李军)

市教育局局长

哈宝泉到聊城八中

检查指导工作

“五四”青年节，聊城市公路
勘测设计院的青年职工，坚持节
日生产，坚守在外业测量工作一
线。

（杨淑君 闻汉忠 刘明）

挂失声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临清烟店支行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
证 ”遗 失 ，证 号 ：
37158174244420900，声明
作废。

聊城至泰安

高速车开始运行

记者从聊城汽车总站获悉，
聊城至泰安开通直达高速客运班
线。聊城汽车总站相关负责人介
绍，4月30日起，聊城汽车总站
至泰安汽车总站间直达高速客运
班线开始运行，班车在聊城汽车
总站9号口发车，发车时间为：
7:00、8:00、10:00、11:00、13:00、
14:00、16:00、17:00。开通后，从
聊城到泰安将进一步缩短时间。

(杨淑君 吴萍 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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