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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99年年艺艺术术统统考考1122月月1155日日举举行行
比上年考试时间提前了20多天，美术类首次考半小时速写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李
楠楠) 记者从教育招考部门
获悉，2019年全省美术类、文学
编导类专业统一考试将在2018
年12月15日举行，比上年考试
时间提前了20多天，同时美术
类统考首次加入速写科目的考
试。

日前，山东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发布山东省美术类、文学
编导类专业统一考试科目及时
间安排。2019年艺术统考时间
安排在了2018年12月15日，其
中，美术类，12月15日上午8时30
分至9时考半个小时的速写，休
息10分钟紧接着考造型基础，
时间是9时10分至12时10分。美
术类14时至17时考色彩基础。

文学编导类，12月15日上午8时
30分至11时考文学艺术常识，14
时至16时30分考影视评论与创
作。

与以往相比，2019年艺术
统考有两个变化，一个是考试
时间提前，2018年统考时间为
2018年1月7日，2019年的统考时
间为12月15日，与去年相比，今
年美术类、文学编导类的全省
统考时间提前了20多天，这意
味着考生准备考试的时间缩
短，需要及时调整备考状态，妥
善安排学习计划，以迎接年底
的全省统考。“不过大家也不必
太过紧张，大家都是同一个时
间考，这是公平的，但对临时由
高二转学美术的考生有影响，

因为备考时间少了。但对于专
业基础条件好的学生来说，这
是个好事，早点考完联考后，可
以有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准备
校考。”牟平育英艺术中学美术
教研室主任王世川说。

另外，2019年美术类统考
增加速写科目。据悉，此前省招
考院印发的《山东省2018年普
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
作实施方案》中已明确指出：根
据教育部和山东省教育厅工作
要求和安排，将继续规范艺术
类专业管理，逐步提高统考类
别专业成绩的区分度。自2019
年起山东省美术类统考增加

“速写”科目。同时，2018年开
始，山东省对于艺术类本科统

考批的考生开始实行平行志愿
招生。

增加的速写科目意味着，
美术统考难度的提高，一方面
使人才培养具备真才实干，另
一方面也促进了教育公平。

“这对‘半路出家’的考生来说

是一个考验，但对于真正的美
术生来说影响不大，我们每届
学生从入学开始就一直按照
既定教学体系和进度上速写
课。”王世川说，考生要想通过
学习美术考取好大学，必须专
业扎实。

中中小小学学严严禁禁学学生生带带手手机机进进课课堂堂
发现学生将个人电子产品带入学校的，实行统一保管

各个学校

严禁手机进课堂

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成
为大众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
不少中小学生都有手机。自11
月1日起，《山东省学生体质健
康促进条例》正式实施，其中要
求中小学校应当加强学生在校
期间电子产品使用管理，指导
学生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品；
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
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发现
学生将上述个人电子产品带入
学校的，实行统一保管。未成年
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
当控制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时
间。

记者了解，对于手机问题，
烟台市教育部门并没有统一规
定，各个学校对手机的管理制
度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
致的就是课堂上严禁手机。

“学校有不少学生都有自
己的手机或者电话手表，但是
课堂上是不允许出现的。”烟
台市芝罘区葡萄山小学一位
老师说，学生手机基本不带到
学校，在学校的主要是电话手
表，上课可以带着，但上课要
求静音。

“学校不提倡带，但学生带
手机的现象确实存在，方便家
长联系孩子，但课堂上是一定
不允许出现手机的。”牟平区实
验中学一位老师说。

“学校是严禁学生带手机
入校的。”烟台市双语实验高中
副校长刘世成告诉记者，“我们
要求在学生上学前家长先检
查，学校一直对手机问题盯得
很紧。开学一个多月以来，发现
个别学生带手机，没收后交给
家长，希望家长也配合学校的
工作。家长这方面还是很配合
的。”

“学生基本都有手机。虽然
学校不让带手机，学校这边针
对学生拿手机也是有一套相应
的措施，比如警告，严重警告等
等，但基本上是屡禁不止。”牟

平一中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学
校主要是做好学生的教育工作
和家长的沟通。比如，‘你想毁
掉一个孩子吗，那就给他一部
手机’。尽量和家长一起来作这
个工作。学生用手机基本上都
是用来玩游戏的，聊天的都不
多。”

烟台二中也不允许学生
带手机。烟台一中还专门制
定了《关于学生使用手机的
管理意见》：学校不提倡学生
带手机进入校园。如确需携
带，仅能在“非教学时段”和

“非教学区域”使用，“教学时
段”(上课、自习等)和“教学区
域 ”( 教 学 楼 、实 验 楼 、图 书
楼、办公楼、体育馆、场等楼
房场所及其附近区域)禁止使
用。违规者将受到校规校级
的处罚。

高中安装公共电话

方便学生联系家长

家长给孩子带手机或者电
话手表，主要是考虑方便跟孩
子联系，确定孩子安全。“比如
说，经常带孩子出去玩，怕走散
啊。”葡萄山小学一位小学生家
长陈女士说，“去学校也带着，
起到一个防范的作用。例如：学
校有外来人的时候，或者孩子
去什么厕所啊，或者有啥危险

的时候，一键求助啊。”
是否担心孩子带电话手表

进学校影响上课？“影响上课和
安全比较，哪个更重要？”陈女
士说，“不过，我相信学校一定
会妥善管理的。”

“孩子戴手表目的是方便
家长联系，确认孩子安全，学校
没做刚性要求。”葡萄山小学大
队辅导员杜春燕说，“但如果只
是跟风或是影响上课，肯定是
不允许的，学校会跟家长沟
通。”

“只要不影响上课，学校没
有强制措施不让孩子携带手机
或电话手表。”牟平一位中学老
师说，“家长花了那么多钱买
了，考虑到孩子安全，方便联系
等也有情可原，现实情况很复
杂，各种情况都有，感觉不应该
一刀切，不然也容易激化矛
盾。”

学生不带手机，在学校与
家长联系是否方便？对此，烟台
二中宋庆楠老师说，“宿舍和教
学楼都有电话，入学时统一办
理了电话卡，很方便。如果有急
事可以通过班主任和任课老师
联系。”

“我们实行导师制，每个老
师负责5个学生，提供各方面的
帮助，其中包括提供手机联
系。”烟台市双语实验高中副校
长刘世成说。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现在手机普及率很高，不少中小学生都有手机。自11月1日起，《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

正式实施，其中要求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记者调查在烟台，各个中

小学都严禁手机进课堂，有的学校甚至严禁学生带手机入校。

烟台双语实验高中严禁手机进校进课堂。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李楠楠) 近日，芝罘区教体
局发布芝罘区中小学校外培
训机构黑名单，全区有400多
家校外培训机构上榜。

据介绍，为促进校外培
训机构健康规范发展，切实
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今
年上半年，国家、省、市有关
部门联合出台了《教育部办
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
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
动的通知》《山东省切实减
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对面
向普通中小学生开展辅导
培训的校外机构进行专项
治理，芝罘区制定了实施方
案，发布了《关于专项治理
校外培训机构的通告》，由
教育、市场监管、公安、消
防、民政、人社等部门联合
开展整治活动。

2017年9月1日新的《民
办教育促进法》施行后，根
据《工商总局关于调整工商
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的
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
的意见》要求，校外培训机
构必须经教育部门审批取
得办学许可证后，登记取得
市场监管部门核发的营业
执照或民政部门核发的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才
能开展培训。前期芝罘区已
经公布了证照齐全的校外
培训机构白名单，近期经过
各部门联合排查，芝罘区无
证无照或持有营业执照、无
办学许可证的教育培训机
构400余家。

芝罘区校外培训机构
黑白名单实行动态管理，
如无证办学机构按照现行
民办培训学校设学条件完
成整改，可及时向区教体
局递交办学申请，经检查
验收取得办学许可证并在
市场监管或民政部门登记
注册后，将纳入白名单。停
止面向中小学生进行招生
培训的机构，将从黑名单
中删除。拒不改正的，将依
法启动行政处罚程序。校
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将根
据实际情况动态更新，予
以 公 布 。监 督 咨 询 电 话 ：
6861355。

扫描二维码查看“黑名单”

2019年艺术统考时间安排

芝芝罘罘区区440000余余家家中中小小学学
校校外外培培训训机机构构进进““黑黑名名单单””

本报11月14日讯 (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烟台市

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获悉，11
月5日至9日，烟台市组织开
展了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考试报名现场确认工作，
参加烟台市现场确认的考
生达到2 . 1万人，比2018年增
加约4000人，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从2017年起取
消了在职研究生联考，在职
研考生统一纳入统考范围，
导致烟台考研考生人数“闪
电”增长。2017年研究生报
考人数突破15000人，成为
2010年以来最高，全市共有
考生15249人；2018年烟台研
究生考试的考生达到1 . 7万
人；2019年现场确认的考研
人数达到2 . 1万人，比2018年

增加约4000人，再创历史新
高。

为确保工作顺利进行，
烟台市教育招考中心积极
准备，采取了系列切实可行
的措施：提前行动，上门服
务。针对驻烟高校报考数量
众多、人员集中的特点，市
招考中心在国家统一时间
之前即自带设备，主动上门
为烟台大学等驻烟高校考
生办理信息确认手续。在确
认现场外围，安排保安维持
秩序，发放工作流程明白
纸，组织考生排队有序出
入。现场提供打印、复印等
设备方便携带材料不全的
考生使用。由于准备充分，
措施得力，报名确认工作井
然有序。

烟烟台台22001199年年考考研研人人数数达达22 .. 11万万
比去年增加约4000人，再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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