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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擦吸尘式的 教学设备触摸智能的 课桌椅可升降调节的……

么么么么哒哒！！1100所所新新校校设设施施““高高大大上上””，， 你你家家宝宝贝贝那那所所称称心心吗吗
今年，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历城区、高新区各有两所新建学校在新学期迎来第

一批新生。10所新学校新在何处，各有什么特色，本报记者兵分多路进行探访。

本报记者 李飞 王光营 周国芳 尹明亮

从2014年就已经开建的“羊头峪小
学”，今年9月份就将迎来建校后的第一
批学生。作为开元山庄片区的配套学
校，这所学校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济
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清华园校区。

该校参照东方双语实验学校的学
区范围招生。2015年一年级新生将在千
佛山校区和清华园校区分别就读。

26日，记者来到位于雁翔路1号的
东方双语实验学校清华园校区，“今年
共招收一年级新生3个班，共130多人。”
学校政教处副主任刘国妍告诉记者，三

个教室的课桌椅已经全部到位。
记者看到，海蓝色的课桌椅摆放整

齐，虚位以待。“这种颜色给人一种很安
静的感觉。”刘国妍介绍，这些课桌椅均
为可升降调节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每
个椅子下面都有一层支架，可以用来放
书包物品等。“黑板都是多媒体白板，这
两天就要安装。”在一楼大厅，还有一部
升降电梯，这在济南市中小学校中并不
多见。另外每一层都建有无障碍卫生间。
学校的9名老师全部来自于东方双语实
验学校。

东方双语学校清华园校区

黄金山水郡配套学校

黄金山水郡配套学校是历下区今
年9月份即将投入使用的第二所新建学
校。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黄金山水郡
配套学校的名称尚未确定，但该校学区

与景山小学完全相同。目前，黄金山水
郡配套学校共有12个教学班，其中一年
级4个班。开学后，景山小学的老师也将
入驻黄金山水郡配套学校，景山小学整
体搬迁到该校。

新学期，位于二环南路华润中央公
园小区的泉润学校也将迎来学校的第
一批小学生。该校为九年一贯制，9月计
划招收100名一年级新生，共3个班。

25日，室外操场的施工还在进行，
室内体育馆十分宽敞。一楼便是一年级
教室，宽敞明快。

“学校的各项设施建设都要收尾
了，体育馆将设置室内篮球场、羽毛球

场、乒乓球场，还有击剑设施。”泉润学
校小学部执行校长张成燕介绍，新建成
的泉润学校小学部设置为36个班的规
模，是经五路小学的分校，招生范围包
括华润中央公园、依山郡、红叶林三个
片区。

“学校和经五路小学不是托管的关
系，而是分校。10位老师都来自经五路
小学。”张成燕说。

同样在8月10日这一天，实力粼湖
居项目配套学校——— 济南市槐荫区粼
湖居小学，也正式移交给槐荫区教育
局。这是槐荫区今年的第二所新建学
校，将在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25日，记者来到位于槐荫区水景
华府小区内的粼湖居小学，教学楼呈
E字形，保安、保洁、教师等工作人员
已经全部到位，为了教学设施的安全，
学校率先安装了监控设备。记者看到，
每一层的走廊，每一个教室的前方都
安有摄像头。

教学楼外，200米的塑胶跑道已经铺

设完毕，学校规划12个教学班，今年只招
收起始年级一年级2个班，预计招生90
人。该校由经七路第一小学托管，并选派
了6人的优秀教师团队。记者现场探访
时，经七路第一小学的校长正在该校召
开办公会，对新学期的工作进行部署。

据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粼湖居
小学未建成前，周边小区业主的适龄
子女上学，均由教育局协调入学。“协
调安排在两站路外的机场小学就读，
现在有了小区配套学校，业主子女下
了楼就是学校，放了学一出校门就是
家，太方便了。”

泉润学校

粼湖居小学

育秀中学小学部

25日，鲁能领秀城中央公园西三区
西侧的育秀中学小学部，楼前的空地
上，几位工人正在清理粉刷墙面时洒在
地面上的涂料。

学校教导处主任纪冬介绍，作为胜
利教育集团的育秀第二校区，学校今年
的招生主要面向鲁能领秀城的up区、
park区、中央公园以及漫山香墅，目前
报名入学的一年级小朋友有380多个，
将分8个班。

“6个班在一楼，两个班在二楼。”纪

冬介绍，学校教室的课桌椅、多媒体设备
等教学设施基本都已到位。在一间教室
里，记者看到，实木桌面的课桌椅，一角
是带电脑的多媒体桌子，黑板后边是电
视。

各个角落都安有摄像头，监控机房
正在紧张地安装。“共有21位老师，一部
分是胜利大街小学的骨干教师，一部分
是来自育秀小学，一部分是在全省范围
内招聘的优秀骨干教师，再就是教育局
统一招聘的新教师。”纪冬说。

锦绣城小学

8月10日，中建锦绣城项目配套学
校——— 济南市槐荫区锦绣城小学正式
由开发商移交给槐荫区教育局。25日，
记者来到这所位于西客站旁的新建学
校，大门暂未建好，学校牌子还没有挂
上，工人们正在铺设塑胶操场。

“已经处于扫尾阶段，保证新生如
期开学。”学校董军主任介绍，锦绣城小
学占地面积30000余平方米，建筑总面
积为16601.34平方米。舞蹈教室、美术教
书、书法教室、阅览室、科学实验室、综
合实践活动室、录播室、机器人探究室、
微机室、音乐教室、心理咨询室等多功
能教室齐全。

“42个教学班的规模，今年只招收
起始年级一年级3个班。”据介绍，锦绣

城小学首期招生86人。学校由营东小
学托管，选派了9人的优秀教师团队。

记者在一年级教室里看到，黑板
擦是吸尘式的，讲台上的多媒体教学
设备是触摸智能的，教室上方还安有
红色的消防报警器，直接和消防队联
动。教学楼的每一层都有卫生间，而
且水龙头均为感应式的。操场上的16
米高旗杆升降国旗时既可以手动，也
可以自动。300米的塑胶跑道很快就
将建成。

“8月29日上午新生培训，下午开
家长会，9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董军
介绍，营东团队将会在学校文化建设、
教育教学管理、干部教师队伍建设等
方面运用营东模式，注入营东文化。

凤鸣学校

明睿小学

作为新建学校，历城区明
睿小学一片忙碌。26日，学校
操场上的人工草皮都已铺设
完工，工人正在完善300米的
塑胶跑道。几天后，在操场正
前方的主席台前，明睿小学一
年级新生将举行开学典礼。

“开学前，操场、教学楼、
综合楼、办公楼都要全部完
工。”明睿小学校长孙长文介
绍，计划8月31日新生报到，
开学后新入学的一年级大概
有40名新生，“明睿小学是银
丰唐郡项目的配套小学，目
前很多业主还未签约入住，
因此今年新学期只招收1个
班。即使只有40个学生，咱也
得办开学典礼。”

明睿小学是银丰唐郡项
目配套小学，为历城区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分校，学校具
有24个班的规模。校长孙长

文此前在历城实验小学担任
副校长。说起校名“明睿”，孙
长文解释，“明，即明德、明
理，睿即睿智、聪慧。

从远处看，学校的三栋
大楼连接在一起。学校教学
楼分为五层，一至四层为教
室，五层则是阅览室、音乐教
室、微机室等多功能室。与教
学楼连廊连接着的是综合
楼，学生们的实验室就在这
栋楼上。

走进教学楼一楼，也就是

今年即将入学新生的教室。教
室里已经摆放好整齐的桌椅。

“教室里的黑板、投影仪，教室
外的班名、负责人挂牌等这两
天也陆续进场安装。”孙长文
介绍。师资由历城区教育局统
一调配，由抽调的骨干教师和
新招聘教师共同组成。新学期
的这个班最终应该是配备七、
八名老师。”“历城实验小学作
为‘母校’，也会在后期借调部
分骨干教师带动年轻教师，保
证孩子们的师资配备。”

在中建凤栖第小区的西
北角，几栋砖红色的教学楼清
晰可见。塑胶跑道、绿色的人工
草皮、清晰的操场划线，这就是
今年新投入使用的凤鸣学校。

据了解，凤鸣学校是中
建凤栖第小区配套的九年一
贯制学校，目前具有36班规
模。凤鸣学校占地面积2 . 7
公顷，建筑面积1 . 66万平方

米。该校为历城一中托管，新
学期计划招收2个班。

学校师资为历城区教育
局统一调配，由抽调的骨干教
师和新招聘教师共同组成。

历下区

招生：招收一年级3个班，共130多人
学区：参照东方双语实验学校招生范围

招生：共有12个教学班，其中一年级4个班
学区：与景山小学完全相同

市中区
招生：招收100名一年级新生，共3个班
学区：华润中央公园、依山郡、红叶林

招生：目前报名的一年级学生380多个，分8个班
学区：鲁能领秀城的up区、park区、中央公园以及漫山香墅

“我们今年一年级有两个班，二年
级一个班。”25日，凤凰路学校负责人告
诉记者，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学校将设
立3个教学班，其中一年级两个班，共计
80多个学生。

据介绍，应辖区内业主的要求，
今年也招收了二年级的学生，一共有
十多个学生，目前将采用小班额教
学。另外，由于初中一年级报名人数

较少，对这些孩子进行了分流。目前
该校仅面向国华印象小区以及龙园
小区招生。目前学校的各项设施已经
基本完成，满足学生上学的需求。根
据济南市教育总体规划，该学校占地
面积1 . 3万平方米，为九年一贯制学
校，规模是 1 8个班。目前，该校的师
资为今年新招的老师，未来将逐步扩
大招生规模。

凤凰路学校
招生：今年招一年级两个班，二年级一个班
学区：国华印象小区以及龙园小区

高新区

奥体中路学校
招生：今年招一年级2个班，二年级2个班和初中2个班
学区：中铁汇苑小区、康桥颐东小区、省委组织部宿舍、济南二

职专奥体中路校内宿舍、黄金时代小区

据济南奥体中路学校工作人员介
绍，与济南高新区凤凰路学校一样，该
校也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在今年秋
季入学时投入使用，目前已进入开学准
备阶段。

按照安排，奥体中路学校除了由高
新区第一实验学校校长兼任该校校长
外，高新区教育主管部门也专门招聘了
资深教师入校执教。

根据规划，该学校位于奥体中路和

天辰路交叉口中铁汇苑小区旁，规模为
36个班。根据今年的招生计划，将招收一
年级2个班、二年级2个班和初中2个班，具
体招生结果目前尚未最终对外公布。

奥体中路学校辐射范围较广，只要
户籍与居住地在中铁汇苑小区、康桥颐
东小区、省委组织部宿舍、济南二职专
奥体中路校内宿舍、黄金时代小区，且
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今年都能申请入
学。

槐荫区

招生：今年招收一年级2个班，90人
学区：实力粼湖居及周边

招生：今年招收一年级3个班，首期86人
学区：中建锦绣城及周边

历城区

招生：新入学的
一年级有40名新生

学区：银丰唐郡
及周边

招生：具有36班规模，计划招收2个班
学区：中建凤栖第小区及周边

东方双语学校清华园校区，一年级教室里的课桌椅是可升降的。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育秀中学小学部，教室里的教学设施都已
齐备了。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25日，漂亮的塑胶操场正在铺设。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明睿小学操场上，工人们正在整理塑胶跑道。
本报记者 周国芳 摄


	C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