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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毕业生也可以参加考试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卢飞 ) 小记
者们，如果你想读到更多的优
秀图书，如果你愿意与他人分
享阅读的快乐，那么，请你来参
加本报小记者团联合市图书馆
举行的“小记者好书漂流”活
动。

萧伯纳说，“倘若你有一个
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
彼此交换这些苹果，那么你和我
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
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
想，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思想，
那么，我们每人将有两种思想。”
同样书籍也是一样，如果您想读
到更多的优秀图书，如果您愿意
与他人分享阅读的快乐，那么，
请您来参加烟台图书馆举办的

“小记者好书漂流”活动，漂流图
书分享快乐。

图书漂流，是一段文明美
丽的奇妙旅程，它起源于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读书人
将自己读完的书，随意放在公
共场所，如公园的长凳上，捡获
这本书的人可取走阅读，读完
后再将其放回公共场所，再将
其漂出手，让下一位爱书人阅
读，继续一段漂流书香。没有借
书证，不需付押金，也没有借阅
期限。这种好书共享方式，让

“知识因传播而美丽”。如今，图
书漂流的方式已不局限于投放

户外一种，越来越多富有想象
力的书友在投漂图书时，在投
漂说明中设定了自己的漂流规
则，使图书的漂流过程变得更
加丰富多彩。

“图书漂流是一种社会诚信
实践活动。图书漂得越远，那么
它实现的价值就越大。”烟台市
图书馆工作人员说，他希望能有
更多爱好阅读的小记者，参与到
图书漂流活动中来，让图书漂流

角不会“空巢”，永远都有源源不
断的图书往社会流通。

小记者们可以随时带书参
加图书漂流 (法定节假日除
外)。

活动地点：烟台市图书馆
四楼样本书库

活动内容及办法：
1、图书漂流活动遵循自愿

参与的原则进行。
2、所漂流图书要求正规出

版社出版、内容健康、七成新以
上，经工作人员鉴定合格后，方
可参加漂流互换。

3、带来几册图书可以漂流
(换)几册图书。

4、参与图书漂流者，若当时
没有找到喜欢的图书，可以凭本
馆发放的“漂流劵”，以后再来换
取图书，“漂流劵”长期有效。

5、各类学习辅导材料不在
互换之列。

让让图图书书漂漂流流让让快快乐乐穿穿行行
本报联合市图书馆举行“小记者好书漂流”活动，欢迎你参与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李
楠楠) 1月13日至19日，2016年
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将
进行报名工作，考生可在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进行网上
报名。报名时须选择户籍或工
作单位(在读学校)所在地的考
区为应试考区，各考区于1月14

日至20日进行网上确认。值得
注意的是，在济宁市参加教师
资格考试的考生不收报名费
用，但是考生仍须到各县市区
招生考试部门进行现场确认。

2016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时间为3月12日，具体
考试内容为：幼儿园：9：00至
11：00综合素质(幼儿园)、13：00

至15：00保教知识与能力；小

学：9：00至11：00综合素质(小
学)、13：00至15：00教育教学知
识与能力；初级中学、高级中
学、中职文化课：9：00至11：00

综合素质(中学)、13：00至15：00

教育知识与能力、16：00至18：
00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中职
专业课：9：00至11：00综合素质
(中学)、13：00至15：00教育知识
与能力。

对于师范类专业毕业的
考生而言，2012年 (含 )以前入
学的全日制师范类专业学生
在毕业后3年内申请认定相应
的教师资格，可免予教师资格
考试。毕业超过3年的申请认
定相应的教师资格，须按教育
部规定参加统一的教师资格

考试。同时，自2016年起，2013年
(含)以后入学且2016年(含)以后
毕 业 的 师 范 类 专 科 毕 业 生 ，
2013年 (含 )以后入学且2017年
(含)以后毕业的师范类本科毕
业生、全日制教育硕士毕业生，
申请认定幼儿园、小学、初级中
学、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
教师资格，须参加相应类型的
教师资格考试。

为做好新旧政策衔接，已参
加过以往山东省组织的中小学
教师资格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考
试(“两课”考试)并取得考试合
格证的考生，可在规定的5年有
效期内免于笔试。已在外省参加
过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
试且取得单科以上合格成绩的

考生，在满足我省报考条件的
前提下，可以在我省参加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其合格科目
在有效期内可免予考试。

据招生考试院工作人员
介绍，笔试单科合格成绩两
年有效，教师资格考试合格
证明有效期为3年，教师资格
考试合格证明超过有效期
的，需重新参加考试。根据国
家关于教师资格认定有关规
定，应届毕业生可在毕业前
的最后一个学期提出认定教
师资格申请，取得毕业证书
后，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在有效期内且符合教师资格
认定的其他条件的，方能认
定相应教师资格。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您希望孩子度过一个有意
义的寒假吗？如果您的孩子年
龄在8-18岁，邀请您的孩子来
参加目前国内性价比最高的一
个冬令营——— 乐思励学青少年
情商潜能激发训练营。

为什么乐思励学教育的冬
令营是国内性价比最高的冬令
营呢？它由国内一流青少年心
灵成长导师、乐思励学教育创
始人大梁老师带领。相比于很
多冬令营都是由一些刚出道的
老师带领不同，因为热爱青少
年成长事业，近年来，只要到暑
假和寒假，大梁老师都把其他
课程推掉，专门做带领孩子的
课程。梁老师说，每带一期激发
营，都让自己的心又年轻一回。

训练方式先进。采用国际
上领先的体验式学习方式，摆
脱传统的说教式、填鸭式教学
的弊端，让学员通过游戏和练

习来学习和成长。
强大的助教团协助。助教

都是乐思励学教育父母成长课
程高级班毕业学员，可以说都
是青少年成长方面的专家，可
以带来高品质的陪伴和有力的
支持。

明确的训练目标，有效的训
练效果：(1)提升自信心，增强内
在力量。不光让学员知道自己是
独一无二的，同时通过很多练
习，让学员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
情，自信心自然得以提高。(2)提
高情绪管理能力和感恩心。让孩
子释放积压在内心深处的负面
情绪，化解孩子与父母的对抗，
加强孩子与父母内心的连接，学
会用感恩的心看待父母、老师和
同学给予自己的协助。(3)提高自
我负责和自我管理能力，激发孩
子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让孩子学
会百分百为自己的情绪、感受、
需求、目标负责任，学会为自己
的人生负责任，提高自我管理能

力。让孩子为自己而学，为未来
而学。(4)提高口才表达能力。让
孩子在最短时间内影响最多的
人，让孩子成为同龄人中的口
才艺术家！(5)提高团队精神，学
会与人合作。在团体生活和特
别设定的、具有挑战的团队游
戏和练习中学习互相体谅、关
怀、同心协力、共同合作与感
恩。(6)激发潜意识记忆，提高记
忆力。学会用简单有效、符合大
脑记忆特点的方法和技巧，使
记忆的过程不再枯燥，而成为
带有乐趣、增加想象的一个过
程。

招生对象为9—16岁青少
年及其父母(每期限60人)。训练
营的课程设计：训练营采取3+1

的全封闭训练方式，让父母和
孩子共同学习共同成长！三天
的孩子《情商潜能激发训练
营》。最后一天父母与孩子一起
互动，让彼此的心灵碰撞出火
花，让关系真正的亲近！

【训练营导师】

梁金杰，国家注册心理咨
询师、国际注册高级心理咨询
师、国家亲子沟通训练师、国家
学习能力指导师，从事身心成
长、青少年教育及亲密关系辅
导工作已积累了10多年的经
验，每年受理专业心理个案及
青少年咨询近百例。

【训练营时间】

2016年01月31日-02月02日(三
天二晚) 烟台

【训练营费用】

1980元/位(原价4980元限
时优惠，每期限60人参加，含营
服、精美纪念品、孩子三天的食
宿费，家长一天的餐费，三个月
的免费跟踪服务，还可在18岁
前免学费复训)

【咨询热线】15063815716 李老
师 13651357896 王老师

寒寒假假情情商商潜潜能能激激发发训训练练营营报报名名啦啦
3天2晚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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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职业学院再获

“省级文明单位”称号

日前，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
员会印发《关于命名表彰2015年度省
级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社区的
决定》(鲁文明委〔2015〕19号)，烟台职
业学院顺利通过省文明委复查，被
授予“2015年度省级文明单位”称号。

此次省级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学院高度重视，针对省级文明单位
的考核标准、测评项目、测评内容，
认真部署研究，各部门各单位通力
协作，广大师生广泛参与，“省级文
明单位”这块牌子来之不易。学院再
次夺得“省级文明单位”称号，是烟
台市文明委、山东省文明委对学院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高度肯定，对
进一步优化育人环境、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和推动事业发展必将发挥积
极作用。

通讯员 宫佩珊

“农大绿领人”节能方案

入选cop21并做展示

近日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cop21)在巴黎布尔歇展览中心举
行。“农大绿领人”做为青年应对气
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成员，所提
交的“打造综合的校园节能文化”节
能方案从全国14个省市百余方案中
脱颖而出，成功入选“通往可持续未
来——— 21个高校青年行动方案”，并
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向与会代表做
展示。

方案围绕水保护和水安全、环
境保护倡导和教育、节能减排、空气
污染、动植物保护、废弃物回收再利
用等展开，内容包括校园碳核算调
研、单面打印纸及废旧物品回收利
用、节能减排宣传和向学校提出节
能建议。方案通过定期更新校园每
月用电量数据转化为碳排放量和树
木吸收所用时间，有效减少了校园
污染浪费现象、提高了高校学生的
环保意识，顺应了全球节能减排的
大势，展示了当代青年人应对气候
变化的责任与担当。

通讯员 衣先晓

龙口一中举行

综合实践活动

近日，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生讲
师团”的张晓冰博士、助教王永泽硕
士应邀来到龙口一中，举行了“垃圾
分类，从我做起”生态环保讲座，各
学区科技创新辅导员和部分综合实
践活动小组的师生参加了本次活
动。

本次活动的开展，既加深了入
会师生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又开阔
了视野、提高了认识，同时对龙口一
中综合实践活动良性高效发展起到
了极大推动作用。

栖霞实验小学

举行“读书讲坛”

近日，栖霞实验小学举行第三
届学生“读书讲坛”活动，56名学生成
为“读书小达人”。

活动中，小选手们引人入胜的
读书故事，发自肺腑的读书感悟，为
观众们献上了一场美妙的精神盛
宴，现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活
动结束后，共评出一等奖10名，二等
奖10名，三等奖15名，并由参赛学生
的家长为孩子们颁奖。颁奖时，家长
们纷纷和孩子们拥抱，同时不忘鼓
励孩子：“你真棒！”“加油！”

据了解，本届“读书讲坛”活动
历时四个周，全校3000多名学生全部
参加，围绕每月学校推荐的必读和
选读书目，一至三年级学生交流读
书故事，四、五年级学生交流读书收
获。活动共分两个时段，前三周在各
班级开展，最后一周各班级推选1名
学生参加年级组活动。活动中，所有
学生脱稿交流，交流时间不超过10分
钟。

图书漂流，分享快乐。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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