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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8日讯(记者 李楠
楠 通讯员 卜涛 赵桂平)
记者从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获悉，3日下午，烟台汽车工程职
业学院在第一会议室召开领导
干部会议。烟台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于涛同志宣布省委市委
关于学院领导的任职决定：任
命李广同志为烟台汽车工程职

业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烟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于涛同志对李广同志个人情
况进行了介绍，要求同志们讲
党性、顾大局、讲服从，全力支
持新班子工作，切实抓好干部
队伍建设，强化学习意识，维护
班子团结，严守纪律规矩，集中
精力抓好当前工作。

学院党委书记李翠玲同志
代表学院党委班子作了表态发
言，她表示，坚决拥护省市委的
决定，全力支持、配合李广同志
的工作，抓好班子建设，精诚团
结，奋发努力，切实把握大局方
向，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抓好
学院班子建设，切实围绕市、区

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学院建设，
共同推动学院的改革发展，为
烟台市和福山区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李广同志在会上表态，
表示坚决拥护组织的决定，
服从组织的安排，将努力“用
心”当好一名合格的烟台汽
职院人，用心感受学院的冷

暖甘苦，共同建设和守望烟
台汽职院人的精神家园。一
是坚持教育的崇高使命；二
是坚持立德为先；三是坚持
育人为本；四是坚持在继承
中创新；五是坚持特色办学；
六是坚持终身学习；七是坚
持团结共事，进一步营造风
清气正的工作环境。

烟烟台台汽汽车车工工程程职职院院迎迎来来新新院院长长
院长李广表示将努力“用心”当好一名合格的烟台汽职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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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职业学院
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近日，烟台职业学院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海悦
大厦召开。学院理事会副理事长、院长温金祥向理事会作
2017年度工作报告，理事会秘书长、副院长于声涛主持会议。

2018年，理事会将紧紧围绕“全国文明校园”和“全国优
质高职院校”双创目标，不断完善理事会体制机制，开展理
事会成员大走访活动，积极服务中心工作，大力实施“走出
去”战略，持续提高服务企业、服务社会能力，为服务烟台经
济建设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智力支撑。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宫珮珊

牟平一中
“十二五”校本研修专项课题圆满结题

为进一步增强我校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
2015年3月，牟平一中申报的山东省“十二五”校本研修专项
课题《普通高中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研究》立项。经
过2年多的研究与实践，近期该课题圆满结题。

作为教研的重要途径，课题研究通过对教育现象的探
索、分析和提升，有力地促进了学校的内涵发展。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陈倩倩

福山一中举办
校园文化艺术节音乐专场

近日，福山一中隆重举行2017年校园文化艺术节音乐专
场暨迎新晚会。

以“中国梦、校园情”为主题的校园文化艺术节音乐专
场暨迎新晚会在架子鼓激情欢快的鼓点中拉开帷幕。随后，
各类精彩节目接连上演。学生们挥洒青春激情，各展所长，
表演了包括声乐、器乐、舞蹈、小品、朗诵、相声等在内的16
个节目。

本次校园艺术节启动以来，陆续开展了秋季田径体育
运动会，学生书画、摄影比赛等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精
彩纷呈，使学生增加了参与感、成功感和获得感。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刘静峰

芝罘区葡萄山小学
举行师生拔河比赛

为减轻期末复习压力，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
班与班之间的交流，芝罘区葡萄山小学近日举行冬季拔河
比赛。

通过这次比赛，培养了同学们的团队精神，增强班级凝
聚力，同时也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更是培养了他们坚
韧不拔的精神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王华丽

芝罘区新石路小学
举行诵读经典展示活动

近日，新石路小学举行“与经典相伴书香满新石”诵读
经典活动展示。

本次比赛既培养了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又让孩子
们享受了阅读背诵经典的快乐。有力推动了经典诵读活动，
使学校书香校园文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杜家盛 姜婷 于波

芝罘区区直机关幼儿园
举办家园联欢活动

近日，芝罘区区直机关幼儿园举办“庆元旦、迎新年”为
主题的家园联欢活动。

活动中，不仅有集体演出，更有有童话剧、快板、琵琶演
奏。节目精彩纷呈，孩子们神气十足，活泼可爱，动作有模有
样，引来台下阵阵欢笑，看着自己的宝贝们展示着精彩的才
艺，家长们纷纷拿出手机把欢乐的笑声和有趣的表演记录
下来。而亲子游戏更是将联欢会推向又一个高潮，让家长与
孩子们体验到亲子游戏的乐趣，大家共同度过了一段快乐
而有意义的时光，家园联手共奏和美篇章。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王媛

今今年年高高考考地地理理命命题题将将延延续续以以往往风风格格
烟台一中高三地理备课组长分享备考要诀

2018年高考地理命题
将会延续以往风格

“2018年的地理考试大纲
说明与2017年比较无变化。”杜
岩介绍，全国卷地理试题最明
显的特征是“以人地关系的分
析”为支点，考查考生对“人
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相互协
调发展等”人地关系的认识与
态度。

“预计2018年高考地理命
题将会延续以往风格，重点考
查考生基础知识和能力，突出
对地理学科素养的考查。”杜
岩说，特别重视对地理基本概
念、原理和规律的考查。重视
用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提出论据来论证和解决地理
问题。

全国卷的突出特点
是“小切口、大纵深”
杜岩介绍，全国卷的突出

特点是“小切口、大纵深”，试题
围绕一个主体，层层深入。因
此，在复习备考中应化繁为简，
重点要吃透，突出主干，强化重
点。复习中一定要掌握地理学
科主干知识，注重地理原理和
规律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以
此知识为生长点去获取更多的
知识。

另外，全国卷试题所有的细

节都围绕其主题进行，试题设计
以人地关系为主线，突出人类活
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且试题
情景和问题中需要学生把握整
体性原理的应用和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即强调人地协调，注重
区域可持续发展。

在复习过程中要用心去关
注生活中蕴藏着的地理教育资
源，根据课程内容和试题内容，
充分了解相关地理新闻，莫要
对知识点死记硬背。

复习时要加强
对地理图表材料的阅读训练

杜岩说，“考生在复习过程
中，要注意训练各种图表判读
的方法和技巧，重视图表文之
间的相互转化，训练从图表中
提取信息的能力。”

“选择题训练，最好是熟悉
常见地理图像，采用经典试题，
图文结合，理解分析。”杜岩说，
非选择题训练，关键还是巩固
提高审题、答题能力，包括提取
和解读地理信息，调动和运用
地理知识，描述和阐释地理事
物，论证和探讨地理问题四项
能力。

烟烟台台市市举举行行中中小小学学师师生生陶陶艺艺大大赛赛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刘作建 侯
晓健 ) 近日，烟台市综合实
践专业技能大赛暨多彩实践
节陶艺大赛在牟平区举行。本
次大赛由烟台市教育局和烟
台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牟平区
教育体育局承办。来自全市的
100名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教
师、综合实践基地 (学校 )教
师、30名学生代表参与了本次
大赛。

本次大赛分成学生组和教

师组分别进行。学生组的比赛
项目是泥塑技艺，学生们在两
个小时的比赛时间里，采用堆
塑、捏塑、泥条盘筑、泥板等不
借助模具的成型方法，创作了
主题为“走进陶艺，我型我塑”
的陶艺作品。

教师分成小学、中学两组
进行比赛。比赛项目有拉坯成
型、现场创意泥塑和圆盘釉上
彩创意。拉坯成型环节，一个
个造型优美的笔筒在飞旋的
拉坯机上提拉成型，老师们运

用捏、刻、雕等各种装饰手法，
让笔筒更加具有艺术性和观
赏性。泥塑作品精彩纷呈，有
传神的人物、优美的景物等，
展示了参赛教师高超的造型
技艺。

大赛组委会从各县市区评
委候选人中择优聘请陶艺专家
组成评审委员会，负责作品评
审工作。在两天的赛程里，经过
认真的评选，最终26名学生和
90名教师分获学生组和教师组
的一二三等奖。

本报记者 李楠楠

2018年高考考试大纲已经发布，如何根据最新高考大纲来指导复习？近日，记者联系到烟台

一中高中地理教研组副组长兼高三备课组长杜岩解读2018年高考大纲，分享文综地理备考要诀。

烟台一中高中地理教研组副组长兼高三备课组长杜岩。

2018年山东省高考将全部
实现全国卷，面对全国卷，考生
该如何复习？考试重点又有哪
些？据悉考生适应全国卷最快
的方法是迅速调整，把握全国
卷出题方向，多做真题，提升解
题能力。

全国 2 4省 (区 ) 2 4所名校
组编的《名校名师名卷———

24名校高考模拟试卷与提分
要诀》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出版。该名师名卷，凝聚
了24省 (区 ) 24所名校120位在
职权威名师的智慧，分享了
全国 2 4省 (区 ) 2 4所名校优质
的教育资源，具有很强的专
业性、权威性、针对性和预测
性。

《名校名师名卷》文科和理
科每套4科4册，售价198元,省内
省外邮费均为10元，需要邮寄
共付208元。

《名校名师名卷》咨询预订
电话:6610123(上班时间拨打)李
老师。

现场预订地址:烟台市环山
路3号润利大厦316室。

名师名卷助力备战2018年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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