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双考考拉拉开开帷帷幕幕，，八八千千学学子子赴赴考考
章丘为“两考”护航，让更多考生找到自己的路

本报5月11日讯（通讯员 姜晴
晴）“叔叔，那个像锅铲一样的东
西是干吗的？”、“两毫米的雨有多
大？”……7日下午，实验幼儿园集团
东山分园小二班的39名小朋友在家
长们的陪同下跟随着气象讲解员，
兴致勃勃地走进了市气象局，与气
象知识进行了一次零距离接触。

活动中，孩子们在班主任的带
领下走进了气象局的气象观测分析
室，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认识气象
站的百叶箱、雨量筒、风向杆等观测
仪器，观看不断变化的卫星云图、气
象分析图等，感受现代科技与气象
的紧密关系。现场，孩子们更是亲身
体验进行天气播报，过了一把“小小
播报员”的瘾。

“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能够激
发孩子热爱和探索大自然的兴趣，
很好。”学生高煜宸的爸爸竖起大拇
指称赞道。“活动意在让孩子更直观
形象地了解气象小常识，懂得气象
与人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密切联
系，知道气象监测及预报在我们生
活中的重要性。”班主任姜老师介绍
说，“同时提高幼儿爱科学、学科学、
爱动脑、提问题的兴趣。”

本报5月11日讯（通讯员张会
玲） 为了进一步加强校车的安全
管理，提高乘车学生的安全意识和
防范能力，章丘市实验小学于5月5
日下午举行校车安全应急疏散演练
活动。

为确保活动安全、高效，该校安
全办制定了详细的活动方案，并成
立了演练领导小组和应急小组。演
练中，警铃一响，同学们在护导人员
的指挥下，积极参与，认真配合，按
照逃生路线有序快速撤离到安全地
点，跟护人员清点人数，及时上报。
整个过程中，所有人员沉着冷静、听
从指挥、积极自救、互相帮助、有序
疏散。

本次演练活动，加强了学校安
全教育工作，增强师生自救自护能
力，同时进一步督促有关部门做好
校车维护与保养，完善相关预案，确
保校车安全运行，创建“平安校园”。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支
倩倩） 各位小记者注意啦，5
月16日（本周六）上午9点，本报
2015年度小记者活动第一期要
启动了。此次活动，我们邀请了
齐鲁晚报摄影专家、中国晚报
摄影学会副会长、齐鲁晚报图
片新闻中心主编刘军来给各位
小记者作摄影培训，传授小记
者们拍照技巧,集合地点为东
山小学，望各位小记者带着相
机准时参加。

本报小记者活动报名自启
动以来，得到了家长的关注与
支持，很多家长为孩子报名参
加本报小记者团队。现在的小
记者队伍已是初具规模，人数
仍不断增加。

第一期小记者培训活动，
我们邀请了齐鲁晚报资深摄影
专家，他将手把手教小记者们
拍照技巧和如何用镜头记录新
闻。各位小记者记得带着相机，

根据老师的讲解随时现场操
练，现在的学习是为以后我们
每期小记者活动做准备。培训
结束后，小记者将在刘军主编
的带领下走出教室进行实践，
用镜头记录校园不一样的美。
届时，本报将推出小记者摄影
专栏“我拍最美校园”栏目，展
示小记者的风采。

摄影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
的产物，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
史，摄影又归属于文学艺术，摄
影教育则为艺术教育的范畴。
摄影教育作为一门融科技与艺
术于一体的特殊学科，使得摄
影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功能优
势。让孩子透过镜头看世界，不
仅拍出成人所没有的纯真眼
光，而且通过摄影教育来提高
少儿综合素质，使孩子在摄影
艺术的熏陶和实践中提高能
力、增强素质，具有独具一格的
教育意义。

学习摄影有助于培养少儿
良好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有
助于发展少儿的兴趣和爱好，
有助于培养少儿的审美能力、
观察能力，作为一种思维能力
的开发和培养，进行摄影艺术
创作重要的不是结果，而在于
其时时处处存在的创造思维伴
随着的过程。鼓励学生运用一
些新颖的手法创作作品，有利
于坚定学生的创新信心。让学
生利用这些思维方法，结合课
堂所学知识，尝试拓展性的创
作拍摄，从而使学生在实践中
逐步形成具有灵活性、独特性
的思维品质。

今后，本报小记者活动将
会不断创新形式和内容，并将
持续不断地举办活动，给予小记
者不断学习和进步的舞台。以后
还会有资深记者带领小记者进
行实地采访，小记者的优秀作
品我们也将会在本报刊登。

应广大家长要求，本报小
记者团继续招募中。小记者团
旨在帮助孩子们提高综合素
质，增强语言表达和社会交往
能力。现在小记者队伍已30人，
您是否想让孩子也参加这个队
伍呢？我们期待您孩子的加入。

您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
联系我们。邮箱 q l w b j r z q@
163 .com、办公电话83322899、
手机13864006792,也可通过齐
鲁晚报今日章丘新浪/腾讯官
微、齐鲁晚报今日章丘微信报
名，报名参加并缴纳200元报名
费的小记者，可以获得价值180
元全年《齐鲁晚报》一份,报名
地址:明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保障楼410室。

共同的责任、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愿望将我们紧紧相连。
希望齐鲁晚报《今日章丘》能够
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贡献一分
力量!

本本报报小小记记者者摄摄影影培培训训周周六六开开讲讲
摄影专家教你用镜头发现不一样的美

5月9日、10日，2015
年春季高考和高中“两推
荐一考核”在章丘市各考
点学校如期举行，两次大
考同时进行，近八千名考
生参加考试。记者先后来
到章丘四中、实验中学等
考点了解到，今年的两次
考试在报名、招生、录取
和考务等方面均有重大
变化和亮点。

刘军 中国晚报摄影学会
副会长、齐鲁晚报图片新闻中
心主编

1997年到齐鲁晚报工作，
成为一名摄影记者。从业18年
来，多幅新闻图片获得全国、省
级奖项，并于2005年被评为第
二届山东省十佳新闻摄影记
者；2008年作为我省唯一一名
有奥运正式采访资格的摄影记
者全程报道北京奥运会，被记
省二等功。

我是小小

气象播报员

实验小学开展

校车安全演练

考试现场。

本报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曹延刚 魏方彬

采访中，章丘市教育体育
局副主任督学张宝义告诉记
者，与去年相比，今年高中“两
推荐一考核”招生工作有三点
变化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初中
学生的基础素养越来越好，在
济南市地理、生物、信息技术学
业水平考试中获A的学生在济
南市独占鳌头。二是学生的品
行、风纪、风貌获得了更大提
升。几百人、几千人入场后的学
校广场和楼道走廊干净整洁，
学生的良好综合素养充分体现

了“大练基本功，养成好品行”
教育活动的丰硕成果。三是教
育改革的不断深化让越来越多
的学生受益。今年高中“两推荐
一考核”计划录取人数由去年
的1000人增加至1500人，这就
意味着有更多的初中毕业生能
够实现自由双向选择，接受更
适合自己发展的教育。

据悉，章丘根据《山东省推
进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意见》，深
化改革高中招生录取方式，进
一步扩大学校招生自主权。在

连续两年成功实施高中“推荐
生”考试后，章丘五所高中继续
组织“两推荐一考核”招生工
作，按照“多次测试、等级评价、
多元录取、自主招生”的原则，
今年五所高中将拿出统招生计
划的25%来进行自主招生。全
市5所高中学校符合报名资格
的初三学生共计3400人，计划
招录人数由去年的1000人增加
到1500人。

参加“两推荐一考核”考试
的报名要经过学生自荐、师荐、

学校审核三个环节。考核分知
识素养、艺术素养、体能测试三
部分。知识素养考核科目包括
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两部分，
从今年的试题变化来看，科学
素养科目增加了实验操作，侧
重探究能力考核；人文素养科
目增加了生活类题目，侧重理
论联系实际能力考核。5月13日
高中学校将组织面试，进行以
艺术素养为主的考核。体能测
试的考核由学校把握，录取时
作为参考。

两推荐一考核 计划录取数比去年增500

今年，全国春季高考章
丘考区设实验中学、第二实
验 中 学 和实验 小 学 三 个 考
点，150个考场，共有4500名
考生参考；其中，章丘生源的
考生中，三所职专共有 5 4 5
人，五处普通高中共有 3 1 2
人，共计 8 5 7 人参加春季高
考。今年春季高考的鲜明特
色就是章丘继续在探索职普
互通上实现突破。

据悉，春季高考分1 8个
专业类别，涵盖 3 8个专业类

目，考试科目采用“知识”加
“技能”考试的模式，“知识”
部分考试共考4科，分别为语
文、数学、英语及专业知识；

“ 技 能 ”部 分 考 专 业 基 本 技
能。夏季高考科目采用“3+综
合”模式，“3”指语文、数学、
外语3个科目，是所有考生的
必考科目；数学考试分适用
于文史方向和适用于理工方
向；“综合”考试分适用于文
史方向和理工方向。5月9日-
1 0日，春季高考在章丘举行

的是“知识”部分的考试，“知
识”和“技能”两部分的考试
成绩将共同计入考试总分，
全省将根据考生两部分的总
成绩划定录取分数线。

近年来，章丘教育不断
提升育人水平，努力让每个
学 生 都 能“ 高 中 ”理 想 的 大
学，找到最好的出路。结合教
育部提出了高考两种模式，
分别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
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也
就是当前的春季高考和夏季

高考，章丘主动对接、提前适
应，积极探索。随着职普互通
的再次突破，章丘学生的成
才深造之路将更加宽广。

两次考试在章丘各考点同
时举行，参考人数多，章丘市教
体局继续实施“阳光招生”工
程，做到招生政策公开、招生计
划公开、招生流程公开、招生时
间公开、招生监督电话公开、录
取结果公开。确保今年的考试
实现“零失误、零差错、零事故、
零投诉”的目标。

春季高考：职普互通，让学生拥有多次机会

章丘教育
E05

2015年5月12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殷亚楠 组版：刘燕

讲师简介


	E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