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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国芳

建筑学等王牌专业今
年文理兼招

根据今年的招生计划，山
东建筑大学面向省内招收本科
5216人、专科400人，面向29个
外省 (市、自治区 )招收本科
1094人。

今年招生的主要变化有哪
些？山东建筑大学招办副主任
李婵介绍，2018年学校招生的
确有些变化，其中，五个专业增
加文理兼招，建筑学、城乡规
划、风景园林(景观规划方向)、
地理信息科学等原理工类专业
增加文史类招生，原文史类法
学专业增加理工类招生计划。

“这些专业第一年开始文
理兼收，我们也无法预估这些
专业的文科生源如何，所以对
于文科生的录取分数存在不确
定性，应该和学校的造价专业
差不多。”李婵解释道。

值得注意的是，建筑学、城
乡规划、风景园林专业要求有
美术基础，入学后不再加试美
术。李婵建议，考生收到录取通
知书后，报考相关专业的考生
在入学前可提前自学美术，具
备一定的美术基础以便更好地
适应大学的学习。

对考生来说，高考是进入
大学的敲门砖，而志愿填报无
疑是摆在眼前的一道关卡。高
考多少分报考热门专业录取几
率比较大？对此，李婵也给考生
们提供了一个分数线参考：本

科普通批文史545分左右，位次
前26000名，理工500分左右，位
次前110000名；济南走读文史
535分左右，位次前32000名，理
工492分左右，位次前120000
名。(分数仅供参考，以最终录
取分数为准)

普通文理取消专业级差
艺术类首次实行平行志愿

往年，山东建筑大学各专
业志愿录取采取“录取分数级
差”的原则。“今年一个重大变

化就是普通文理类取消了原来
的专业级差，执行‘分数优先，
遵循志愿’的录取原则。”李婵
介绍，也就是说，考生填报学校
专业志愿时，假如第一专业志
愿没被录取时，第二专业志愿
录取时不会再降低分数投档，
而是按照实际高考分数依次投
档。

此外，今年艺术类专业首
次实行平行志愿报考，执行综
合分“分数优先”的录取原则。

今年招生计划中，地方农
村专项支持计划由去年40人增

加到70人，本科批，共9个招生
专业，均为学校优势专业，面向
我省53个县(市、区)实行招生。

学校2018年继续面向济南
户籍考生招收走读生200人，其
中文史类40人，理工类160人。
李婵提醒说，济南走读生计划
属于国家统招计划，独占一个
学校志愿，单独报考。达到普通
高考(夏季)本科批填报志愿资
格线，在济南市考点参加高考
的济南户籍考生均可报考。走
读生在校期间，由学校统一管
理。

自2018级起，中外合作办
学本科教育项目专业(含艺术
类)学历证书及学位证书的专
业名称中标注"中外合作办学"
字样。

此外，为支持新疆发展，学
校与新疆喀什地区人社局签订
定向招生协议，面向全疆招收
定向生15人，其中文史类6人，
理工类9人。

奖学金种类多，获奖
学生占比超五成

为奖励先进、鞭策后进，鼓
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端正学
习态度，刻苦学习，积极实践，
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助推成长
成才，学校为学生提供各类奖
助学金。主要类型如下：国家奖
学金：8000元/人；国家励志奖
学金:5000元/人；国家助学金：
一档2000元/人，二档3000元/
人，三档：4000元/人。每年设校
长奖学金，10000元/人，十大优
秀学生奖学金5000元/人，十大

自强不息优秀学生奖学金5000
元/人及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
1200元/人、优秀学生二等奖学
金600元/人、优秀学生三等奖
学金200元/人，获奖学生比例
达到在校生的53%。部分学院
还设立学院奖学金。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考
生，学校还建立了“资困·励志·
强能·善施”四位一体助学育人
体系，综合运用“奖、贷、勤、助、
补、绿色通道”等资助措施，按
照“助学贷款保学费、助学金保
生活、奖学金和勤工助学促发
展”的方针，为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制定“分层资助、因人施助”
的个性化资助方案，确保每一
个贫困家庭学生得到最合理、
最有效的资助，为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提供全方位经济资助，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持续发
展。

面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新
生，学校会在寄发录取通知书
的时候，发放国家资助政策简
介，并在入学报到时设立绿色
通道，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困
难而辍学。

除了招生外，毕业后的就
业去向也是考生及家长关注的
焦点。对此，李婵介绍，学校一
贯高度重视学生就业工作，毕
业生受到社会广泛认可，就业
率连续十余年保持在较高水
平，名列山东高校前茅。毕业生
就业质量稳步提升，每年到世
界5 0 0强企业就业的保持在
20%左右，到济南青岛就业的
5 0%左右，到北上广就业的
10%左右。

本报记者 潘世金

每条线路精心研发

受到学校和家长认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随着
研学旅行相关政策的出台，学
校也越来越重视研学旅行。济
南市六里山小学一直开展“一
带一路”校本课程，为此齐鲁晚
报·清大研学为学校量身定制
了“青岛上合峰会丝路文化五
日之旅”。五天的时间里，孩子
们将前往青岛奥帆中心主会
场，深入了解上合精神；来到青
岛港，看青岛如何成为“一带一
路自贸驿站”；走进海尔集团、
青岛啤酒博物馆，感受民族品
牌怎样走向世界……“此次研
学的路线和内容紧扣学校校本
课程，我们是比较满意的。”六
里山小学校长刘琦说。

7月下旬，济南一初中的
部分学生将开启北京五日科技
研学之旅。在五天的行程中，
学生将走进中国测绘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等科研
院所及高等院校，与专家学者
一起体验中国最顶尖的科学技

术成果。
在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

室，学生们将与专家老师们一
起动手制作科技小创造，争做
小小探索家；同时开展创客课
程，通过老师对模型制作原理
及流程的讲解，大家独立自主
地进行组装及完成品的测试活
动；前往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
学生的带领下深度游览，感受
大学魅力，树立远大的目标。

另外，学生还将观赏“大美
隐于蓝”景泰蓝，制作人类最早
的飞行器——— 风筝，体验“非遗
课堂”；参观故宫博物院，游览
颐和园，感悟历史变迁，重塑理
想价值；走进北京麋鹿生态实
验中心，学习环境保护和生物
多样性等方面的知识。

多款研学产品

涵盖艺术、科技、

建筑等主题

暑假即将到来，齐鲁晚报·
清大研学联合推出多款“齐鲁
未来星”暑期研学游产品，这些
研学游产品涵盖了科技、艺术、
建筑、历史人文、爱国主义等多
项主题,内容十分丰富。

沿着丝绸之路轨迹，探寻人
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奥秘。新加坡
丝路文化七日研学之旅，将带领
学生走进海事博物馆、新加坡知
新馆、DNA实验室、新加坡国立
大学、环保特工队、公民农场等
地,从风土人情、建筑结构、历史
风貌等方面了解到新加坡的多
元文化与民族特色。

在北京七日艺术研学之
旅，学生将走进清华/北大，感
受百年名校的文化魅力；走进
国家博物馆，欣赏令人难忘的
国之瑰宝；走进国家大剧院，体
验令人震撼的交响乐；走进梅
兰芳大戏院，沉浸在令人痴迷
的国粹京剧；走进天桥剧场，与
芭蕾公主与王子为伴……七天
时间里,学生可以聆听艺术名
师的教诲，亲身参与感官实验
艺术项目，感受最先锋的当代
艺术气息，学习并感悟现代艺

术精神。
在西安五日研学之旅，学

生将来到世界奇迹兵马俑、中
国百大考古发现耀州窑址探寻
古代的科技之谜。到西北大学
这所中国西北地区历史最为悠
久的高等学府了解中国的航空
科技。

在南京五日之旅中，将开
展以“追忆红色历史 弘扬民
族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研学
之 旅 。走 进 中 国 科 举 博 物
馆——— 江南贡院,了解中国科
举发展史；在博物馆里学习历
史文化感受古都底蕴。

游醉美徽州，赏徽派建筑。
五天的安徽研学之旅，学生将
了解徽州两千年历史沿革,探
索徽州文化的框架脉络；探寻
徽州古建筑中的古城、府衙、谯
楼、牌坊、水利工程和这些建筑
所承载的文化；了解国家级非

遗徽墨歙砚的工艺流程……
从徽州古城到竹山书院，从棠
樾牌坊群到鲍家花园,在研学
过程中，通过学生们的探索，一
幅立体的徽州文化图景将呈现
在孩子的面前。从对徽州建筑
中乡村、民居、水系、砖木石雕
及建筑所附属楹联的解读中,
学生也将了解一个图片和风光
片中看不到的文化内涵。

在省内，我们也研发了齐
鲁文脉研学之旅、东阿阿胶研
学之旅、农耕体验研学之旅等
多条线路，将课本知识与研学
内容深度融合。

想成为“齐鲁未来星”，度
过一个有意义的暑期，就来参
加齐鲁晚报推出的研学游吧，
总有一款会适合你。咨询电话:
齐鲁晚报 : 0 5 3 1— 8 5 1 9 3 7 1 2，
8 5 1 9 3 0 5 0；清大研学 : 0 5 3 1—
82748669，58053686。

在在家家玩玩游游戏戏不不如如出出门门见见世世面面
齐鲁晚报推出多款研学游产品，总有一项适合你

五五专专业业增增文文理理兼兼招招 文文科科生生可可报报建建筑筑学学
山东建筑大学：普通文理类取消专业级差，“分数优先”录取

高考成绩已经公布，对于考生来说，报考成为头等大
事。日前，山东建筑大学发布了2018年普通招生计划总体情
况，2018年学校面向全国招收普通本、专科学生6710人(本科
6310人，专科400人)，面向山东省招收本科5216人、专科400人。
其中，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景观规划方向)、地理信
息科学等增加文史类招生，法学专业增加理工类招生计划。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假期是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大好
时机，暑假即将到来，齐鲁晚报·清大研学联合推出多款“齐
鲁未来星”暑期研学游产品，这些研学游产品涵盖了科技、艺
术、建筑、历史人文、爱国主义等多项主题,内容十分丰富。每
条研学线路都经过了长时间的考察和研讨，并根据学校需求

“量身定制”，为不同的学校学生提供不一样的成长机会。

齐鲁晚报主办的第二届研学论坛，与会人员在曲阜研学基地观赏表演。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山东建筑大学招办副主任李婵


	A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