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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为高三学子加油鼓劲

章章丘丘77660000余余人人参参加加今今年年夏夏季季高高考考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支

倩倩) 12日，在距离夏季高考
开考还有25天之际，章丘市委
书记江林一行来到章丘中学、
章丘五中、章丘七中、章丘一
中、章丘四中看望正紧张备考
的高三年级师生，为学生们加
油鼓劲。据悉，今年章丘报名
参加夏季高考的人数7600余
人，较去年增加1000余人。

在座谈会上，市委书记江
林表示，章丘的教育事业尤其
是育人质量一年一个新跨越，
高考成绩连续三年实现历史
突破，科学发展综合考核取得

“三连冠”，得到了全市上下的
一致好评和高度认可。下一
步，教体局、学校要为学生的
备考创造更好的生活和学习
条件，同时老师们要调整好状
态，劳逸结合，既要保证高品
质的完成教学任务，更要保重
好自己的身体，还要合理处理
好当前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再
为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更加满
意的答卷。

据章丘市教体局局长李
忠新介绍，面对新政策、新形
势，章丘市教体局主动对接、
提前适应，积极探索，逐步走
出新的路径。今年以来，在自
主招生取消学校推荐、严格资
格审查的背景下，章丘通过率
较为理想，初步统计已有200
余人通过211、985院校的自主
招生资格。其中，章丘四中的
孙宇训已通过奥赛的优秀成
绩，获得了北大降60分录取的

资格，齐元洋已通过北大艺术
特长生考核，获得了过一批线
录取资格，王鹭已通过北大博
雅计划资格审核，自主招生只
参加面试即可，高昊浙通过参
加北大地理夏令营，已获得自
主招生资格，自主招生只参加
笔试即可；章丘中学在继去年
宫克威被清华录取的基础上，
今年该校卢广同学因体育成
绩优异已被浙江大学保送录

取；章丘五中的马玉涛、郗进
威也被天津大学、哈工大保送
录取。春季高考今年共857人
报名参加，较去年大幅增加，
其中职专545人，普高312人，
分18个专业类别，涵盖38个专
业类目，实现了“职业互通”的
新突破。

近年来，章丘市教体局始
终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第一
要务，充分发挥高中教育的龙

头带动作用，紧紧围绕“巩固、
提升、突破”的育人目标，继续
着眼“巩固增幅、提升一本，突
破名优”的总体要求，切实遵循

“夯实基础、做大底盘、做强塔
尖、整体提升”的备考原则，全力
以赴抓好全面备考、突出科学备
考、实施高效备考、推进激情备
考，尽心竭力，求真务实，努力实
现高考成绩尤其是重点院校上
线人数新的更大突破。

本报5月14日讯(通讯员
魏方彬) 5月8日，在全市小学
生篮球比赛上，身高2 . 05米的
参赛队员刘泽文颇受大家瞩
目。据了解，他是来自普集中心
小学六年级的一名学生。

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只有
13岁的刘泽文目前身高已达到
2 . 05米。刘泽文告诉记者，他在
上幼儿园时就比其他同龄的孩
子高出很多，也是从幼儿园起，

他喜欢上了打篮球。上小学一年
级时，身高达到1 .58米的刘泽文
便加入了学校的篮球队，经过不
断的运动锻炼，刘泽文的身高增
长迅速，到今年2月底，他的身高
便突破了2米。

刘泽文长这么高是不是因
为遗传父母的身高？经采访，记
者了解到，刘泽文的父母身高
并不突出，爸爸身高1 . 72米，
妈妈身高1 . 63米，家里只有一

位堂叔叔身高达到1 . 92米。刘
泽文告诉记者，他从小崇拜的
篮球偶像是科比和姚明，希望
长大能成为像姚明一样的篮球
明星。据了解，刘泽文经过骨龄
检测，身高可能长到2 . 17米。

“刘泽文具有别的学生无
法比拟的身高优势，他的协调
性也很好，自己也非常刻苦努
力，每次比赛时，对方球队都会
针对他制定特殊的战术策略，

只要他拿到球，基本上就丢不
了。”刘泽文的教练蔡东朝告诉
记者，刘泽文现在力量还比较
弱，对抗性上还需要加强，如果
能经过专业篮球训练，他未来
的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据了
解，在5月8日结束的全市小学
生篮球赛上，由于普集中心小
学篮球队团结协作，加上刘泽
文显著的身高优势，取得了第
三名的好成绩。

1133岁岁小小子子身身高高已已达达22 .. 0055米米
小学生刘泽文长大想当姚明一样的篮球明星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支倩
倩) 谁是最有章丘教育印记的

“三有”师生？是坚守大山 30年
的 垛 庄 四 角 城 教 学 点 教 师 孟
敏，还是十几年如一日坚持写
交心笔记的水寨中学教师杨兴
菊，抑或是用渔竿智救六旬落
水老太太的清照小学12岁女孩
韩绍文？近年来，章丘教育系统
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有品质、有
气质、有素质的优秀师生，那
么，谁更“出彩”呢？

日前，本报联合章丘市教体
局共同启动“寻找最有章丘教育
印记的‘三有’师生”系列报道，无
论您是退而不休的“老兵”，还
是扎根农村教育、坚守三尺讲
台的普通教师，抑或是喜欢和
学生在一起的“师徒”、“夫妻
档”，只要您为了学生的成长繁
忙着、快乐着，把扎根基层、教
书育人作为人生崇高的终身事
业和远大理想，肩负着职业的责
任，寄托着自己和学生的梦想，为
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了一分力量，
都可以大声告诉我们，本报记者
会在第一时间真心聆听您的故
事。通过一系列报道，截至今年年
底，我们将在一系列的人物事迹
中，评选出“最美少年”、“最美教
师”、“最佳校长”，来诠释最有章
丘教育印记的“三有”师生。

希望全市各学校踊跃推荐。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邮箱qlwbjrzq@163 .com、办公电
话 : 8 3 3 2 2 8 9 9 、手 机 :
13864006792。您也可以拨打电
话83213797，或投稿至zqjyjzgk@
163 .com。

寻找最有特色的

“三有”师生

书记为高三学子加油。 通讯员 王世东 摄

本报5月14日讯(通讯员 魏
方彬) 5月5日-8日，2015年全市
小学生篮球赛举行，24支小学篮
球队参加了比赛。8日决出最终
结果，实验小学获得冠军，亚军是
东山小学，季军为普集中心小学。

记者从市教体局体卫艺办公
室了解到，这是章丘市举办的第
三届小学生篮球赛，参赛球队除
市属和城区的10所小学外，今年
还增加了14所乡镇(街道)的小学
冠军球队，每支参赛篮球队有12

名队员、1名领队和2名教练。
据了解，本次比赛采用了国

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篮球竞赛
规则，比赛用球采用专业6号球。
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以去年比赛的前四名为种子队，
其余各队通过抽签分成四组，分
组单循环，每组前两名进入第二
阶段，第二阶段采取淘汰直至决
出一至八名。

实验小学

市篮球赛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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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支
倩倩) 各位小记者注意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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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报资深摄影专家来给各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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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小记者请记得带着相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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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活动作准备。培训结束后，小

记者将分成不同小组，走进百脉
泉公园进行实践，用镜头纪录百
脉泉不一样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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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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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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