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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5日讯(记者 李楠
楠) 记者从驻烟高校获悉，近
日省教育厅公示山东省职业教
育名师工作室名单，烟台高校
获批建设10个高等职业教育名
师工作室，未来将以名师示范
引领，培养造就一批高素质专
业化“双师型”教师。

据悉，根据《教育部财政部
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
高计划(2017-2020年)的意见》文
件精神，按照《山东省教育厅关
于实施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建
设计划的通知》要求，全省确定
高等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90个，
其中烟台市获批10个，包括烟台
职业学院2个，烟台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1个，山东商务职业学院2
个，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2个，
山东中医药高专3个。

据了解，名师工作室是以
职业院校品牌专业、特色专业、
骨干专业和中高职人才贯通培
养专业为载体，以名师示范引
领，由专业骨干教师和行业企

业技术专家等组成的教育教学
和科技创新团队。

“建设工作室的任务之一
是提升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促
进青年教师成长，优秀教师成
名；另外就是推动教学改革和
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开展教研
科研攻关。”烟台职业学院名师
工作室主持人穆国岩教授说，
还有就是要对接产业升级，强
化协同研修创新，提高社会服
务能力。

穆国岩老师是省级教学名
师，从教26年来，一直从事专业
课教学，她所主持的名师工作
室设在烟台职业学院机械工程
系。“工作室由10名成员组成，其
中专任职骨干教师6人，企业高
级工程师3人，来自外校的骨干
教师1人。”据穆国岩教授介绍，
工作室专任教师团队是一支以
中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充满活力
的教学团队，从事专业教学工
作均5年以上，在教学改革、专业
建设、技能大赛、教研科研以及

技术服务等诸多方面成果显
著。

“这个工作室依托模具设
计与制造专业群，辐射机电一
体化、数控技术等相关专业。”
穆国岩说，希望通过名师引领，
行业专家的传帮带，提升双师
素质，为教师成长成名搭建起
平台，产学研有机结合，整体提
升专业发展水平，进而惠及学
生，增强其职业素养、专业技能
和创新创业能力。

“从教26年，我觉得好学生
的标准不一定要以文化成绩来
论断，高职学生经过系统化的
专业培养，真刀实枪地实训操
练，最大的优势是掌握专业技
能，这是很多本科生望尘莫及
的。”穆国岩说，自己很多学生
毕业后迅速成长为技术骨干，

“我的一名学生毕业后，被机械
科学研究总院先进制造技术研
究中心烟台研究所录用，目前
在研究所从事3D增材制造工艺
研究、无模铸造技术推广及应

用工作。”
“穆老师是一位从业经验

丰富的优秀教师，责任心很
强。此次获批主持建设名师工
作室，我们机械系全力配合，
给予经费、人员和场地支持。”
烟台职业学院机械工程系王
长东主任说，“希望将名师工

作室建设成为教师成长与成
名的平台、校企合作的窗口、
研发创新的基地和辐射引领
的标杆，从而打造一支师德高
尚、技艺精湛、创新能力强的

‘双师型’教师队伍，以便为社
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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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一中高中英语教研组组长分享高考备考要诀

2018年高考考试大纲发
布，如何根据最新高考大纲
来指导复习？近日，记者邀请
到烟台一中高中英语教研组
组长兼高三英语备课组组长
张宁老师解读2018年高考大
纲，分享英语备考要诀。

高考要求词汇量

达到3500左右

“2018年的英语考试大纲
要求考生掌握并能运用英语
语音、词汇、语法基础知识以
及所学功能意念和话题，词
汇量要达到3500左右。”张宁
介绍，听力要求考生能听懂
所熟悉话题的简短独白和对
话。阅读要求考生能读懂书、
报、杂志中关于一般话题的
简短文段以及公告、说明、广
告等，并能从中获取相关信
息。

“口语要求考生根据提
示进行口头表达。”张宁说，
写作要求考生根据提示进行
书面表达。考生应能清楚、连
贯地传递信息，表达意思；有
效运用所学语言知识。

近几年英语试题

难度基本保持一致

张宁介绍，纵观近几年
全国卷英语试题，选材难度
水平呈阶梯分布，题目类型
多样且难易搭配合理，考查

要点覆盖面广，但难度基本
保持一致，没有偏题怪题。因
此平时一些模棱两可或较难
的语言现象不要纠结，坚决
抛弃，一些偏难、偏怪、生词
量较大、话题太偏离学生太
远的阅读训练都不是正确的
训练路子。

另外，关注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话
题；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话题；了解科学知识，养成科
学精神和人怀关怀的话题都
是英语全国卷考查的核心话
题。

词汇复习以篇章

为载体“多轮回”复现

张宁说，“考生词汇复习
可以通过‘多轮回’方式巩
固，即每次记忆量要大，增加
复现次数，强化记忆效果。平
时在训练的过程中，会读到
很多阅读理解、完形填空的
篇章，在这些文章中对自己
不熟悉的词汇有意识地进行
归纳、梳理和总结，甚至用小
本子记录下来，最后标明出
处，带上完整的句子，时常查
看，提高语境识别词汇的能
力。”

“词法、句法、章法是语
法的灵魂，对于这三个要素
要形成体系，不要支离破碎
地学习，尽量掌握核心内容，
不要把重心放在“偏难怪”且

有争议的语法现象上。可以
制作一个语法知识本，以梳
理核心语法知识，形成自己
的知识网络，进而提升借助
语法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能
力。”张宁说。

做好模拟训练

用好高考真题

张宁建议，每次训练，无
论专项还是综合模拟训练，
都要“真练”(限时、投入、核
对、总结 )，坚决杜绝“假练”
(不限时，做后只对答案不总
结)。每考一次试之后要进行
全面总结，包括经验和教训
总结，也要对篇章中出现的
重难点词汇、句式、话题等进
行详细梳理。

张宁说，真题是模拟题
无法比拟的，在命题思维、命
题方式和选材上具有极强的
规律性，做好近几年高考全
国卷真题，总结做题规律和
方法，寻找命题思维，有利于
更好地把握考试方向，少走
弯路。

另外，张嘴朗读也非常
关键。模拟试题或高考真题
中的语篇做完后，要朗读出
来，并仔细体味其语篇内涵。
完形填空做完题后，要将正
确的答案复原后进行朗读，
这对完形填空的语篇构建能
力很有帮助。听力做完后，可
以朗读听力原文，模仿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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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省(区)24所名校
组编的《名校名师名卷———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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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省 (区 ) 2 4所名校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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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校园播报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开始报名
记者从市招考部门获悉，2018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1月16日起开始网上报名系统，完成报名流程的考生将于3月17日
参加笔试。

网上报名时间为2018年1月16日至19日16时，逾期不再接受考
生补报。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网”进行网上注册；2018年1月17日至20日16时进行考区
确认。笔试定于3月17日，各科目考试时间为120分钟，全部为纸笔
考试。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王丽娟

芝罘区首届高中学生辩论赛在烟台一中举行
1月13日，烟台一中报告厅内，唇枪舌剑，芝罘区首届高中学

生辩论赛如火如荼地展开。本届辩论赛由芝罘区教体局教育科主
办，以“担当时代责任，放飞青春梦想”为活动主题，吸引了全区5
所高中学校派队参加。

辩论赛采取4人对4人的团体辩论形式，采取淘汰赛与循环赛
两种赛制。经过第一轮淘汰赛、第二轮循环赛共5场比赛的激烈角
逐，烟台一中、烟台外国语实验学校、烟台四中分获冠、亚、季军，
烟台一中叶纹笑宇同学获得“全场最佳辩手”称号。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姜景阳

牟平一中开展法制宣传活动打造平安校园
近期，牟平一中在全校范围内把普法教育、依法治校、依法施

教作为创建安全文明校园的总抓手，给学生营造安全的学习环
境、生活环境，打造平安校园。

学校利用每周一的例会，组织全体教师学习了相关法律法
规，努力提高广大教师的法治意识和依法治教的自觉性。牟平一
中还充分利用国旗下的讲话、黑板报、学校LED屏幕循环播放相
关的宣传标语等，宣传国家的政策方针路线，营造浓厚的法制氛
围。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杨生俊

蓬莱一中29名学生获全国英语大赛一等奖
近日，第27届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大赛成绩揭晓，蓬莱一中

取得了优异成绩，全校师生振奋，深受鼓舞。
本次大赛，蓬莱一中29人获得全国一等奖，18人获得全国二

等奖，23人获得全国三等奖。另外，20位英语老师荣获“全国优秀
指导教师”称号。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是目前我国唯一的全国中学英语
学科竞赛，自从1991年至今举办了27届，全国逾六千万名中学生
参加了此项竞赛。随着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具
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把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奖项纳入其自
主招生条件。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丁少莲 张敬国

牟平实验中学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近期，牟平区实验初级中学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以优

秀传统文化浸润师生心灵。
学校运用宣传栏、校内LED屏、国旗下讲话、校园广播、校报、

校园网等媒介进行宣传报道，营造人人参与的氛围；开设每周一
节的传统文化课，并在早自习时间加入经典诵读内容，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实现文化育人；运用清明节、端午节、
中秋节、春节等重要传统节日，举行特色活动，引领广大师生在参
与中亲身体验节日习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董振兴

穆国岩老师在实训车间现场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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