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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戴杰） 为优化少年路少年桥附近的通行效

率，天桥交警于26日正式禁止车辆在路口左转。
当天，有30多名驾驶员因为左转被交警处罚。

少年路作为一条东西向次干道，沿线有少
年宫、学校和居民小区，平时交通压力较大，经
常发生拥堵。此次借少年桥修整拓宽之机，天
桥交警重新施划了道路标志标线，禁止车辆在
附近路口左转，并于26日开始实施。

少年桥附近路口禁左转

““走走红红毯毯””
作作别别高高中中

以前让做笔筒做书桌，今年让做“保卫鸡蛋”

推推荐荐生生考考试试，，为为啥啥有有恁恁多多““神神题题””

26日，山师附中1500

多名高三学生齐聚幸福柳
校区。与三年的高中生活
作别，学生们从老师手中
接过毕业证。与众不同的
是，他们还将与家长、老师
一起走过红毯。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
芳 通讯员 杨平 摄

中央商务区+明府城

历历下下区区将将着着力力打打造造两两大大平平台台
本报5月26日讯 26日上

午，历下区召开全区招商引资
工作大会，提出招商引资作为
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是历下
的头等大事。

招商引资工作大会上，历
下区指出在做好做强支柱产
业、优势产业的同时，把有实
力潜力的产业、有实力有特色
的经济通过招商引资做大做
强。重点抓好十六个方面的工
作，包括加快推进中央商务区
总部经济平台建设，加快打造
明府城历史文化展示平台、积

极构筑“一区三园”特色产业
聚集平台，全力抓好金融及总
部经济，扎实开展特色楼宇经
济，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着力优化企业服务环境等。

在招商引资平台建设上，
历下区着力做好中央商务区
总部经济发展平台和明府城
历史文化展示平台两大平台。
中央商务区着力发展财务金
融、商务中介、信息咨询等产
业，加快形成以总部企业为核
心、以金融机构为保障、以综
合商务咨询服务为配套的高

端产业生态链和新兴业态生
态圈。为突出老城特色，历下
区将全面打造明府城历史文
化展示平台。尽快完成百花洲
一期工程，确保年内投入运
营。突出古城文化、泉水文化、
民俗文化、北方园林文化特
色，精心打造特色街巷和传统
院落，形成以文物保护单位和
历史传统院落为点，特色古街
和泉系景观为线，集中展示泉
城特色的历史文化体验和旅
游休闲区。与此同时，历下区
还积极构筑“一区三园”特色

产业聚集平台，突出打造山大
路信息科技商务区、黄金珠宝
产业园、文化广告创意产业
园、国际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
特色产业平台。

从招商、筛选、引进到企
业落地，历下将其视为一系列
的体系建设，并确定了产业
库、企业库、楼宇库、土地库、
项目库和税源库的“六库”建
设，对辖区内的企业和楼宇情
况做到了如指掌，以便提供更
贴心的服务。

(马宏展 杨晓琳)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蒋龙龙） 济南
热力公司将军路“汽改水”工程于26日正式开
工，工期预计为100天。

据热力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工程项
目采用半封闭施工方法，封闭道路西侧慢行
一体3米，其中沟槽宽度2 . 5米；横穿路口实行
夜间分阶段施工，白天铺设钢板，保证车辆正
常通行。

将军路西侧慢行一体封闭

本报5月26日讯 自5月28日起，BRT6号线
北全福发车时间前3班6：00、6：10、6：20，变更为4

班：6：00、6：06、6：13、6：20，增加1个班次。BRT6号
线在省立医院东院区站往北全福方向发车时间
由6：35、6：45，变更为6：35、6：41。BRT6号线首末站
前几班均已做时间上的调整，请乘客注意调整
出行时间。 （孟燕 宿长学）

BRT6首末站调整发车频次

本报5月26日讯（见习记者 周国芳）
从济南市人社局获悉，济南将开展高校毕业
生创业就业先进典型人物事迹推选活动。经
专家组审核评议后，评选出20名高校毕业生
创业就业先进典型。特别优秀者将推荐到省
和国家参加评选。毕业5年内（2010年到2014年
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在创业就业中成绩显著
的均可推选，受到县级以上有关部门表彰的
可以适当放宽。

创业者，人社局喊你当典型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王若松） 亲们，
本周四齐鲁晚报社区营养健康大讲堂开讲
啦！您有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困惑吗？不妨来听
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吧，5月28日（本周四）下午2:
30，阳光舜城商业街A02号咱们不见不散哦！

本期大讲堂为您请到的是济南市社区科
普专家团营养专家王超，这次讲座主要针对
山东人的饮食情况。

周四下午，来听健康讲座吧

从“做笔筒”到“保卫鸡蛋”，省城高中学校的推荐生考试“神题”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记者梳理发现，近几年，推荐生考试试题对传统文化的考查逐渐增加，让学校和学生有
了更多的选择权。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张裕强

试题看起来挺“神”，实为考查综合能力

“一开始就是动手做笔
筒，后来考核的内容综合性越
来越强了。”26日，山师附中副
校长刘从军告诉记者，在推荐
生考试中，像今年的“保卫鸡
蛋”一样，动手题目一直是山
师附中的特色。

据悉，山师附中用“神

题”考查学生也是近几年出
现的事，从 2 0 1 2 年的用提
供 的 材 料 做 一 个 笔 筒 ，到
2 0 1 3年设计并制作一个书
桌 ，这 些 题 目 还 都 比 较 常
规，主要侧重的是学生的动
手能力。

刘从军表示，前几年题目

简单，侧重考查学生的动手能
力，后来就增加了动脑的内
容。今年的“保卫鸡蛋”将动
手、动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结
合起来，要求既摔不碎，还能
重复使用，以培养学生的环保
意识。

省实验中学的题目也

别具一格，去年是让同学们
给治理烧烤开处方，既要照
顾到济南百姓的生活需求，
又得熟悉各部门的权限。而
混搭英文译唐诗虽然看似
只是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程度，但也让不少优等生
挠头。

增加传统文化比例，有望增加体育测试
“今年我们增加了对传统

文化的考核内容。”省实验中
学教导处主任刘庆华表示，该
校今年的推荐生考试试题主
要考查传统文化、社会热点，
注重考生的选择性，鼓励创
新。

据悉，在省实验中学的试
题结构中，对古典文学、传统
文化的考查占了很大的比重。

尤其是文言断句、经典名言审
读等，这也是学生阅读古文的
基本能力，所出的题目大都来
自《论语》等经典。

“要会读书，但不能死读
书。”刘庆华认为，虽然传统文
化的内容逐渐增多，但仍然要
尊重学生的个性，鼓励学生创
新。

在考核试题中，一般都有

多个选择，让每个学生都能够
有所发挥。“有的学生未必喜
欢古文，也不能说综合素质就
差。”

对山师附中来说，文化课
测试比例占到60%，面试占到
40%。除了历年来难倒考生的
“神题”，山师附中每年还对学
生进行心理测试。

“部分学生会有心理问

题，遇到挫折容易产生过激行
为。”刘从军认为，一个优秀的
学生必然是心理强大的，心理
测试看似毫无用处，但对学生
的成长至关重要。

据介绍，除了心理测试
外，如果时间允许，山师附中
还有意向对推荐生进行单独
的体育测试，保证学生的全面
发展。

选拔机制多样化，有助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推荐生试题的变化，

其实反映的是学校选择权
的增加。”刘从军认为，推荐
生考试只是一个形式，但意
味着选拔机制从单纯依靠
试卷到逐渐多样化，是个很
大的进步。

刘从军表示，推荐生制度
给了学校一定的招生自主权，
有利于各个学校根据自己的
特色招生，或者根据学校特色
找到具有这方面特长的学生，
更有利于一些特殊人才的培
养。

“这些试题有导向性，也
是对初中学生培养的引导。”
刘庆华认为，部分推荐生考试
试题是高中的内容，这就要求
学生在学习上要有提前量，学
得更深一些。

相关专家表示，推荐生考

试其实是高中的自主招生，是
学生招录的多元化。考试形式
灵活多样，对孩子综合素养的
提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
也摆脱了单纯的笔试录取学
生的弊端，是未来中考的发展
方向。

渣土车违法单位被曝光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王兴飞 通讯员
杨厚福） 5月25日晚上，交警部门联合济

南市交通运输局对大货车、渣土车开展整治
行动，共暂扣违法车辆11辆，其中渣土车7辆、
大货车4辆。

26日，济南交警支队对涉事车辆和工地
进行通报。暂扣车辆的单位主要有华光伟业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南山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济南佳盛伟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济南
鑫盛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省实验国际班56人进名校

本报5月26日讯（见习记者 周国芳）
26日，省实验中学举行中美高中课程实验班
第二届毕业生毕业典礼。国际班56位学生全
部被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名校录取，平均每位学生
收到5个大学录取通知书。

据了解，今年国际班毕业生全部收到了
美国排名前80位的大学录取通知，92 . 1%学生
被美国排名前50位大学录取。三成同学收到
了美国排名前30位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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