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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省省高高中中生生暂暂不不受受改改革革影影响响
山东不在改革试点范围内，所以会考成绩暂与高考无关，家长可放心

烟台12人荣获

全国敬老之星称号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张
晶 通讯员 焉轩 ) 近日，第六
届全国敬老模范人物和模范单
位评选工作结束，烟台有12人荣
获“全国敬老之星”荣誉称号。

他们分别是：芝罘区富昌老
年公寓院长韩月娇、莱山区滨海
路街道东兴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孙惠兰、烟台乐天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朱文龙、海阳市康安
老年公寓经理姜翠芝、山东旭鑫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见
来、烟台市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培
训部部长李召玲、莱阳市龙旺庄
街道办事处纪格庄村支书兼村
委会主任房官晓、莱州市桃源山
庄老年公寓总经理吕惠政、蓬莱
市军休二所科员金凤秋、招远市
九曲蒋家村党委书记兼主任王
金勇、栖霞市蛇窝泊镇博地村村
支书兼村委会主任孙正坤、长岛
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监察大
队副大队长宋海建。

此外，烟台市公路局被授予
“全国敬老模范单位”荣誉称号。

排查学校锅炉

确保节日安全

近日，烟台特检院龙口站集中
专业技术人员，加班加点对辖区内
所有的大、中、小学的在用锅炉进
行了一次全方位检验，并对存在的
问题记录在册，上报龙口安监部
门，督促使用单位及时按要求进行
整改，消除了事故隐患。 (王坤)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李楠楠) 孩子上高中，家长们
就分外关心关于高考的一切消
息。17日，不少家长都在关注教
育部刚刚发布的“高中会考成
绩纳入高考成绩”等高考改革
新政策。记者了解到，由于我省
暂不在改革试点范围，因此现
在的高中生将来高考暂时不会
受到影响。

“孩子上周末刚刚会考完，
也不知道考得怎么样，会不会
对他的高考带来影响啊？”17

日，烟台不少家长在家长群里
议论着教育部刚刚发布的高考
改革新政：会考 (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将纳入高考成绩，除语

数外统一高考，学生可以自主
选择3门学科成绩计入高考总
分，即“3+3”的高考模式。

据悉，作为国家确定的高
考综合改革省(区、市)，上海市
和浙江省在今年率先启动了高
考(课程)综合改革，高考实行

“3+3”模式。
“这些改革是未来的趋势，

但对现在的高中生影响不大。”
烟台市区一所高中的副校长告
诉记者，教育部发布的这些改
革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已经纳入
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省 (区、
市 )，山东目前不在试点范围
内，“目前我们在校的高中生还
得按照现有的政策来执行，也

就是说他们很有可能不会受到
影响。因此，家长们不必过分担
心，了解一下就行。”

上周末，包括烟台在内
的全省高中都举行了下半年
学业水平考试 (会考 )，“目前
会考有6月和12月两次考试机
会，考试总科目为10科，每科
分为ABCD四档，只要不出现
D 就能合格，顺利拿到毕业
证。”烟台市区一所高中的级
部主任告诉记者，“教育部出
台高考改革配套方案，对我
们高中来说，目前看意味着
今后艺术 (或音乐、美术 )、体
育与健康、通用技术等科目
也将加入到高中‘会考’中，

考试等级或将增加‘E’。”
烟台市招考中心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目前，我省高考
录取时只看高考成绩，与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几乎没
有关系。

“之前教育部说2017年全
面推进高考改革，按这个时间
点计算，现在的初二学生可能
成为改革的第一批尝鲜者。”牟
平一中数学老师毕德毅说，“如
果那时候实行‘3+3’模式，由于
是语数外三门无论怎么选都是
必选科目，所以说那时候这三
门的竞争程度将很激烈，学生
和家长应该早做准备打好基
础。”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李静 通讯员 丁明明 ) 为
方便市民生活，今年芝罘区城
管局环卫处按照国家一类标
准新建6座公厕，其中芝罘屯
医药商场、北马路汽车站两座
公厕已经建成并开放使用。近
日，大润发南公厕、红旗西路

发电厂南公厕、机场路黄务立
交桥公厕、白石遗址公厕也建
设完成，目前正在进行保洁员
岗前技能培训，并将于近期陆
续开放。

记者从芝罘区环卫处了
解到，此次原址重建的大润发
南公厕，在设计上将原来的男

女共用公厕改为男女厕分开
使用，并在男厕增设小便池。
重建后，男厕共有3个小便池、
3个大便池，女厕有5个便池，
极大地提高公厕使用率。此
外，还为每座公厕配备了专职
保洁员，实行一人一厕的管理
模式，随时保持厕所环境清洁

卫生。
据悉，自公厕实行精细化

管理以来，环卫处要求公厕卫
生保洁达到清洁卫生、整洁有
序的要求。环卫处每月都会按
照《公厕保洁管理规定》和《公
厕保洁操作规范》，对每个公厕
进行检查考评。

芝芝罘罘区区新新建建的的66座座公公厕厕全全部部竣竣工工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真的要感谢杨鲁青老师！
正是在他的耐心教授下，我们
这些零基础的老人们才学会了
弹钢琴。”莱州市民吕女士致电
本报要为莱州老年大学钢琴班
的杨鲁青老师点“赞”。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
退休后有了闲暇时间，不少老年
人都想“重走一回青春”，学习新
知识、新才艺，把年轻时没实现
的梦想、没空坚持的爱好重拾起
来，丰富自己的老年生活。

“杨老师温文尔雅，不嫌给
老人上课费事，也不嫌挣钱少。
从音阶、五线谱讲起，从指法练
起；还给学员鼓励打气，说坚持
过这两个月，能双手合奏出旋
律就好了，千万不要半途而
废。”莱州的吕女士告诉记者，
平日里学院练琴时，杨老师会

巡回辅导，边讲解边示范，指出
问题，看着改正。学员多是没有
基础的，真没想到，在杨老师的
指导下，大家真的入了门，而且
初见成果。

吕女士说，“感谢这个时
代！古稀的我，这双老手也能
在洁白的琴键上飞舞，流淌
出成曲成调的乐声，年轻时
做梦也没敢想这事。虽然杨
老师很低调，但我还是要谢
谢可敬的杨老师！因为正是
有了更多像杨老师这样的老
师，我们的老年生活才更加
丰富多彩。”

据介绍，吕女士口中的杨
鲁青老师今年60岁，早年毕业
于中央音乐学院，到企业工作
后一直负责工会文艺工作。

“吕大姐过奖了，其实和大
家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情，我也
很开心快乐。”杨鲁青说，其实
没什么好表扬的，就是做好自
己的工作而已，他喜欢音乐，也
一直从事基层群众文化工作，
利用业余时间和大伙一起乐和
乐和，他很高兴。

跟跟着着杨杨老老师师，，奏奏响响““夕夕阳阳红红””
莱州市老年大学学员为杨鲁青老师点赞

港港湾湾大大道道

半半封封闭闭施施工工

17日，烟台港工人雕塑西
侧的港湾大道开始半封闭施
工。据悉，由于路口常年通车，
路面破损较严重，加上铁轨使
用年数已久，烟台市港务局开
始修整路面并更换铁轨，预计
本月29日完工，施工期间建议
途经车辆绕行北马路。

本报记者 吕奇 通讯
员 桑卫波 摄影报道

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推荐
您身边的好老师，讲述他们在
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故事。只
要是老师，不论年龄，不论学
校，不论科目，都可以推荐。

推荐方式：1 .拨打电话

或发送短信至15063815716；
2 .发送推荐消息至邮箱：
qlwbjryt@163 .com。推荐时请
注明被推荐老师的姓名、学
校、班级、所教科目及简短的
推荐理由。

身边好老师，由您来推荐

近日，南山集团有关负责人
亲自将一面锦旗送到烟台特检院
龙口站，对该站利用周六、周日加
班为6台余热锅炉进行水压调试表
示感谢。近年来，龙口站紧紧围绕

“主动服务、感动服务、超前服务”
的工作理念，用实际行动为建设

“美丽富庶和谐幸福新龙口”做出
了特检人应有的贡献。 (王坤)

周末加班

为企业调试水压
杨鲁青老师

在巡回指导学员。
吕女士供图

寻找身边好老师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苑菲
菲 ) 日前，烟台市人民政府印发
了《烟台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
规则》(烟政办法[2014]68号)，该规
则自本月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

《规则》详细规定了政府法律
顾问的条件、选聘方式、工作职
责、权利、义务、工作程序和保障
经费等具体内容。市政府法律顾
问主要对市政府的以下工作事项
履行服务职责：重大行政决策的
法律论证、合法性审查；重要规范
性文件的起草、研究、论证；重要
疑难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的
研究、论证；重要经济项目、资产
处置、涉及社会稳定的重要事项
重大突发事件的法律论证；重要
合同、协议的起草、审查、洽谈；市
政府交办或委托及聘用合同约定
的其他工作事项。

《规则》还规定：市政府法律顾
问可以应邀列席市政府全体会议、
常务会议和其他相关会议，参与有
关事项的调查、研究。

政府法律顾问

工作规则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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