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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99年年烟烟台台市市春春季季高高考考结结束束
5月14日至21日评卷统分，所有考试科目实行网上阅卷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李南楠 ) 5月12日下午，随
着最后一门英语科目的考
试结束铃声，烟台市2019年
春季高考正式结束，5月14日
至 2 1日进行春季高考“知
识”部分的考试评卷、统分
工作。

5月11日-12日，烟台市
2019年春季高考“知识”部分
开考。烟台市在芝罘区设立7
个考点，分别是烟台芝罘中
学、烟台五中、烟台七中、烟
台十中、烟台十一中、烟台十
三中、烟台城乡建设学校。全
市实际参加考试为4060人，7
个考点、145个考场，全部设
在芝罘区。其中5月11日9∶00
-11∶00考语文，14∶30-16∶30
考专业知识；5月12日9∶00-11
∶00考数学，14∶30-15∶30考英
语。

11日上午11点，语文考
试科目结束，考生出来后整
体状态不错。“语文不难，平
常都练习过，作文挺简单，很
好写。”一位考生一脸轻松地
告诉记者。出场的考生有的
围绕在老师周围说，“作文不
难，我写了创新。”“我写了工
匠 精 神 。”“ 我 写 了 幸
福。”……

据了解，今年山东省的
春季高考作文是半命题，题

目是“我们生活在××的时
代”，一些考生反映，之前学
校准备了社会热点的资料，
可以写的很多，不难写。11日
下午，考的专业知识，一些学
校送考带队老师说，题型都
是平时练习过的，除了计算
机专业题量比较大，商贸专
业题目有部分比较难外，其
他专业题目难度适中，如果
没有什么意外，一般能发挥
出正常水平。

12日15∶30，随着最后一
门英语科目的考试结束铃
声，烟台市2019年春季高考
正式结束。在芝罘中学考点，
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脸上
带着微笑，一脸考完的轻松。
由于是各个学校统一组织乘
车，考生们考完后少有停留，
匆匆合影之后就乘车离开。

据悉，春季高考“知识”
部分的考试评卷、统分工作
于5月14日至21日进行，由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统一管理。
所有考试科目实行网上阅卷
方式。客观答卷由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负责评阅，主观答
卷评阅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负责组织管理，评卷点负责
具体实施。

2019年，山东省春季高
考招生实行网上填报志愿，
志愿设置为专业类别内平
行志愿。考生本人依据《2019
年山东省普通高校招生填
报志愿指南》公布的院校招
生计划，按在县(市、区)招生
办公室报名时已填报的专
业类别，选择相应的学校和
专业志愿，不能跨类别填

报，否则将无法进行投档，
由此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
人负责。

春季高考的本科、专科
招生均设首次志愿和征集志
愿，随夏季高考相应批次填
报志愿的时间同步进行。本
科填报志愿前划定本科填报
志愿资格线，专科填报志愿
前划定专科填报志愿资格
线。

春季高考的录取工作在
省招生考试委员会领导下进
行。投档时，按照各专业类别
考生成绩及招生计划，分别
划定各专业类别的录取控制
分数线；在各专业类别录取
控制分数线上，按照规定投
档比例及考生填报的志愿投
档。招生院校按考生成绩，分
专业类别由高分到低分依次
录取。

山东省春季高考为重
点面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生，同时面向普通高中毕业
生的统一招生考试。由山东
省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
试。从2014年开始 ,山东春季
高考分两次开始 ,采取"知识
+技能"考试模式。春季高考
实行总分750分制 ,英语占分
80分 ,语文、数学各为120分，
专业知识2 0 0分，专业技能
230分。

2019年我省春季高考招
生计划含本、专科(高职)招生
计划，分为农林果蔬、畜牧养
殖、土建、机械、机电一体化、
电工电子、化工、服装、汽车、
信息技术、医药、护理、财经、
商贸、烹饪、旅游服务、文秘
服务、学前教育等18个专业
类别，考生任选其一报考。

烟烟台台举举行行技技能能文文化化““嘉嘉年年华华””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等全市30余所职校现场亮绝活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李南楠) 5月10日，2019年山
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烟台市
职业院校技能文化展演活动
在开发区举行，来自烟台市
各个县市区的30余所职业院
校的师生代表及在场群众共
1000余人参加此次活动，烟
台城乡建设学校等职校学生
现场亮绝活，赢得阵阵喝彩。

当天上午9时，活动正式
开始。活动现场，烟台市各个
职业院校师生以文化展演的
方式生动呈献了职业教育独
特魅力和技能风采，各参展
学校展示了各自创新发展特
色品牌和校企合作成果。作
为烟台市首次职教技能文化
展演活动，全市各个职业学
校，现场展示自己学校的拿
手绝活，有展示机器人的，有
展示自制赛车的，有展示厨
艺的，有展示才艺的，还有展

示理发技术的……五花八
门，很是热闹。

在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展位前，看到写字机器人
的笔迹，有的观众直呼“比我
写得好”；北汽新能源汽车整
车实验台让大家能够近距离
查看车子的“五脏六腑”；非
遗剪纸、身着汉服学生的《新
六艺》表演呈现出既具古风
底蕴又显现代精神的烟工学
子良好风貌……烟台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王德清说，学院秉承“立足开
发区，服务烟台市”的办学定
位，此次学院将悉心学习兄弟
院校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
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力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各所院校展示的作品各
具风采，有的融合了科技发
展新成果、有的展现了手工

制作的精湛技艺、有的展现
学子技术技能水平……这些
凝聚到一起，献上了烟台市
职业教育的育人成绩单，也
向社会展现了职业教育的特
色。

“这次活动很好，搭建我
们各个学校相互学习的平
台，大家都很重视。今天校长
亲自带队，我们一共来了80
多人，其中学生代表就有60
多人。我们现场展示的项目
有游戏动漫VR、AutoCAD项
目、工程测量项目、BIM建模
项目、BIMVR项目，装配式
建筑项目、还有动漫专业游
戏人物制作、建筑装饰专业
室内效果图制作等。”烟台城
乡建设学校付老师说，“其
中，AutoCAD项目,工程测量
项目在国赛中屡获大奖。另
外，学前教育专业的师生还
带来了丰富的才艺展示，国

防教育班的同学还带来了搏
击和格斗表演。”

“我们建筑专业的绝活
很多，我们的学生每年全国
大赛都获奖，还在世界技能
大赛上获奖。”付老师说，“学
校现在是世界技能大赛中国
集训基地，拥有两个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专门培养
高技能人才，在42届至44届
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得一枚
金牌，三个优胜奖，先后12人
获得国赛一等奖，30人获得
省赛一等奖，近百名学生获
得市级一等奖。”

除了展演活动外，与会
人员还参观了腾讯烟台新工
科研究院、富士康电子信息
产教联盟及产业园。活动周
期间，烟台市陆续开展一系
列活动，全方位展示职业教
育取得的新成果、新成就、新
贡献。

葛校园播报

烟台四中举行2019高三
成人礼暨高考动员大会

5月12日，烟台四中举行“青春
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2019届高三
成人礼并召开“感恩教育”备考动
员大会，学校领导班子及高三级部
全体学生、家长参加会议。

大会在同学们的跑操展示中
拉开序幕。随后家长代表陈爱春女
士用温情的话语表达了母亲对孩
子步入成年的祝福与嘱托，希望孩
子们常怀感恩之心，不忘母校培
育，全力以赴，冲刺高考。

随后，毕业生代表许恩泽和
张洪溪同学带领全体同学宣誓，
全力冲刺高考；以火红青春，建设
锦绣中华；以壮志激情，创造崭新
未来。

高三级部负责人李豫威副校
长作总结讲话，他向同学们提出
了殷殷期盼，希望全体高三毕业
生在成年之际要承担责任、懂得
感恩，为社会进步与国家发展做
出贡献。

最后，家长牵起孩子的手，纷
纷走上红毯，通过成人门，走向成
才路。

本报记者 李南楠 通讯员
程显明

牟平姜格庄街道中心小学
标准餐厅投入使用

近日，投资近200万、占地面积
600平方米的具有现代化风格的小
学标准餐厅正式交付姜格庄街道
中心小学使用。

新餐厅，结构合理、造型新颖、
宽敞明亮、设备齐全。为保障孩子
在校健康成长、饮食卫生，学校在
新餐厅实行分餐制。学校对就餐班
级、用餐时间、班级用餐顺序按照
周一到周五进行严格划分，保证就
餐班级有组织、有计划进入食堂用
餐。全体班主任教师与食堂工作人
员分工合作，食堂人员负责菜类和
面食类分到餐盘，班主任教师负责
鱼、虾、汤类分配，取消之前的排队
打饭形式，整个过程井然有序。

分餐制的实行，有利于均衡营
养，防止偏食，彻底解决了以往就
餐拥挤、硬件设施落后的问题，在
这宽阔、温馨的餐厅里，学生在品
尝可口饭菜的同时，也在休息自己
的头脑，为更好地学习做好准备。

本报记者 李南楠 通讯员
都基奎 贺春辉

芝罘区智迪幼儿园
举行室外科学探究活动

近日芝罘区智迪幼儿园举行
室外科学探究活动。

活动现场，幼儿教师准备了若
干个塑料袋供小朋友们进行自由
玩耍，有小朋友把塑料袋做成了降
落伞。在抛掷“降落伞”的过程中，
不少小朋友发现了“降落伞”落地
快慢跟附带重物有关。孩子们在玩
耍中发现科学的小秘密。

学生的世界是自己去探索、去
发现的，他们自己所求来的知识才
是真的知识。智迪幼儿园要求幼儿
教师只管做好幼儿对事物探索发
现的支持者、合作者和引导者即
可，不要过多的干涉他们，要让科
学活动真正的融入到幼儿的一日
生活中。

本报记者 李南楠 通讯员
张妮

头条链接

2019年高考即将来临，
作为山东最后一届文理生高
考，今年高校招生有哪些新
政策？2019各高校招生计划、
招生政策有何变化？为帮助
考生和家长了解最新资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特推出
2019“高考壹点通”栏目，考
生和家长对高考政策有问题
和疑惑，可在线咨询，记者连
线专家及时解答。

考生和家长三种参与方

式(任选)：
1 .关注“齐鲁晚报2019高

考 壹 点 通 ”Q Q 群 ：
4647938422。

2 .下载并注册齐鲁壹点，
在“情报站”中@记者李南楠。

3 .在微信中搜索小程序
“壹点情报站”，选择“我要报
料”，@记者李南楠。

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学
校关注参与。

本报记者 李南楠

2019“高考壹点通”，你有问题我来答

考试结束后，考生在考点外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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