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5月24日讯(记者
尹明亮) 2020年山东新高考，
有哪些政策需要家长、考生们去
深入地了解？在专业(类)+学校
的志愿填报模式下，怎么更高
地用好高考分数，选一个好专
业、好学校。齐鲁晚报2020年
新高考专家团已经成立一周
了，在齐鲁晚报2020高考咨询
QQ群、微信群里，专家们也一
一就家长们关心的问题进行着
解答。

“本科综合评价招生怎么
报考？”“填报志愿时除了分数，
还有哪些因素需要考虑？”“怎
么充分利用自己的分数，考一
所更好的大学？”过去的一周，
在齐鲁晚报新高考家长交流群

中，家长们的疑问一个接一个。
新高考政策变化大，很多家长
依然是一头雾水。

“家长们有很多疑问，高
考临近，其实也能看出家长们
的焦虑。”齐鲁晚报高考升学
指导中心专家团成员张妍老师
介绍，每天在群里实时看着家
长们的疑问，张老师也是有问
必答。“很多家长会问考多少
分后，能报什么样的专业、什
么样的学校，其实对考生们来
说，2020年新高考，只看高考
分数是不行的，还得进行位次
转化。而且学校往年的录取分
数参考价值也不大了。”张老
师介绍，对考生家长们来说，
要帮考生报一个合适的志愿，

不能只盯着分数，其实要考虑
的因素有很多。

“填报志愿时，其实窍门
有很多，同样的学校，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校企合作办
学专业，录取分数可能就比
其他专业分数要低，熟悉志
愿 填 报 政 策 和 学 校 专 业 情
况，掌握志愿填报中的一些
小窍门，也有可能以相对低
的分数考进一所比较好的大
学。”张老师介绍。

2020年新高考，志愿填报
批次也将进行比较大的调整，
如何充分利用志愿填报规则，
获得更多上大学的机会？在交
流群中，很多家长对新高考志
愿填报批次的变化并不了解，

对每个批次里有什么类型的招
生更不知道。离高考只剩一个
多月的时间，对家长们来说，
其实现在有必要去了解各个招
生类型志愿填报的流程和注意
事项了。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齐鲁晚报高考升学专家团将每
天在齐鲁晚报新高考家长交流
qq群和微信群中为家长们提供

公益咨询服务。此外，齐鲁晚
报新高考咨询公益热线也已经
开通，每天晚上19:00-21:00，
都将有专家在线接受考生及家
长的电话咨询，热线电话:0531
-85196052、85196190。

您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加入齐鲁晚报新高考家长交流
群。

齐鲁晚报高考专家团时时在线解读新高考

新高考填志愿，不是只看分数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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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实习生 丁玉青

面对久违的老师们
她答辩格外用心

“今天答辩结束之后，心里
石头总算是落地了！”在答辩完、
关上电脑的那一刻，赵雅如忍不
住这样说。21日下午1:30，数字媒

体艺术班开始了“云答辩”，按照
顺序，赵雅如排在第三位。回想
起自己答辩期间的“黑色 3分
钟”，她忍不住冒出一身冷汗。

赵雅如的毕业设计和论文题
目是《浅析美食类微纪录片的视听
语言和人文价值》，她的答辩过程，
记者尽收眼底。

“在后期工作中，我首先对
素材进行了整合和调整，确定了
一种表现性效果的剪辑方式，想
用解说来连接整个叙事……第
一方面是关于它极致简约的视
听语言，第二方面是关于它的审
美画面色彩，那么我这两部分主

要分为三步来……”
根据要求，答辩者需打开摄

像头和麦克风，因此，电脑上除
了显示三位答辩委员会老师的
头像外，还可清晰地看到学生头
像。看着眼前亲爱的老师，再一
回想起久违了的校园，赵雅如的
这次答辩格外用心、认真。

答辩过程中突发状况
老师的一句话让她安心

就在答辩到一半时，赵雅如
的电脑突然黑屏。她先是愣了3秒
钟。你要不要先给老师发消息，说

明一下情况？在记者的提醒下，赵
雅如边重启电脑，边迅速给答辩
组委会老师发去了消息。

“是不是只有我断开了，怎
么突然一下黑屏了，电源插得好
好的啊！”

在自己接连不断的疑问声
中，在经历了将近三分钟的尴尬
后，赵雅如的笔记本电脑终于
重启了。她迅速打开PPT，并登
录上了视频答辩界面。

“不好意思老师，刚才不知
道为什么，电脑突然断开了。是
要我接着讲吗？好的好的。”

在进行完答辩和即将回答
完老师提问之后，赵雅如突然发
现，自己重启电脑之后忘记录屏
了，“不好意思老师，我刚才因为
电脑断开，忘记点录屏了。我先
点一下录屏可以吗？”历经10分
钟，赵雅如终于答辩完了。

回想起自己刚才的答辩，赵
雅如说：“其实我很担心这三分
钟，因为自己的原因出了问题，
但是老师特别理解突如其来的
这种状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正
式答辩之前没模拟过吗？面对记
者提问，赵雅如显得很委屈，昨晚
她和同学专门模拟了一遍，熟悉
了一下各个环节，但也从没出过
黑屏故障。“刚才遭遇电脑黑屏之
后，我跟老师说这边出了点问题，
需要稍微等一下。老师告诉我没
有关系，让打开电脑接着答辩就可

以。老师这番话让我挺安心的。”

论文里的首行缩进问题
老师也帮忙指了出来

虽然遭遇了不可预料的突
发状况，好在自己及时处置和老
师们理解，赵雅如对自己的答辩
表现感到满意。“云答辩和现场
答辩还是有点不一样。站上讲台
的时候，会比较放松一些。但是
云答辩的时候，目光不知该聚焦
在哪里，多少会有点紧张。”赵雅
如说，就像刚才的那位同学，答
辩时竟然忘了开摄像头。

回忆起自己的毕业设计过
程，赵雅如介绍，她早在去年12
月份就开题了。“疫情期间，老师
主动线上联系我，一遍一遍督促
我的选题、进度。”赵雅如的论文
前前后后改了4遍，“就连首行缩
进这种细节问题，老师也都帮我
指了出来，真地很负责任。”

云答辩尴尬怎么办？回答
不出来老师的问题怎么办？在
答辩之前，赵雅如和同学讨论
过答辩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种种
问题，但当真正答辩完成之后，
她却感觉老师平易近人，只要
认真完成了作品和设计，基本
就没有太大问题。

“感觉老师们特别认真，他们
是从论文出发看我做了哪些工作，
我觉得还是很人性化的。”谈及云
答辩的互动过程，赵雅如这样说。

答辩前经老师多次线上指导，与同学多次模拟

山财大应届毕业生“云答辩”！记者直击

本报济南5月24日讯(记者
王小涵 通讯员 刘佳) 近年
来,理论与实践并重、能紧密贴合
产业实际的技工院校毕业生,可
谓是企业争抢的“香饽饽”。为帮
助考生和家长更好地了解技工
院校招生政策，省人社厅、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共同推出“壹技
之长”山东省技工院校招生咨询
直播栏目，邀请省内实力技工院
校院长、招生负责人做客直播
间，针对教学优势、入学报名、

技能竞赛、就业安置等考生最
关心的问题进行全方位解读。

5月 2 2日 1 4 : 3 0，“壹技之
长”山东省技工院校招生咨询
栏目在齐鲁壹点APP政务、教
育、高考、直播四个频道同时上
线，首期邀请到济南市技师学
院招生就业处负责人卞根林做
客直播间，访谈过程中，重点介
绍了地铁订单班、世界技能大
赛、“技能+学历”双证教育等方
面。目前，直播专题阅读量已突

破10万人次。
“地铁订单班”作为济南市

技师学院的金字招牌，由学院与
地铁公司联合培养，学生只要顺
利毕业就能拥有地铁公司的“铁
饭碗”，每年招生极其火爆。那么
该专业录取分数线如何，男生和
女生在录取上又有哪些差别？

卞根林介绍：“地铁公司每
年会根据自身的建设进度和用
人年度计划，提出当年招收订单
生的专业和数量，并选择学校形

成招生方案，由学校进行岗位性
的专业教育，真正让学生‘入学
如上岗，毕业即就业’。”在此基
础上，济南市技师学院地铁订单
班仅招收应届夏季高考生，录取
分数主要参照报名情况，报名人
数越多，录取分就相应会水涨船
高。按往年情况看，男生录取分
数约为350分，女生由于招收比
例较少，因而录取分数较高，一
般在本科线左右。

据悉，“壹技之长”山东省

技工院校招生咨询栏目每期直
播将在“未来大工匠”微信公众
号、齐鲁壹点APP政务、教育频
道形成全程回放的专题链接，
方便考生和家长查询观看。此
外，观众可在齐鲁壹点APP相
应的直播链接中提出问题，嘉
宾将在直播间现场答疑解惑。
后续技工院校访谈播出时间，
可留意齐鲁壹点APP政务、教
育、直播频道预告，或拨打本报
电话0531-85193098进行咨询。

“壹技之长”技工院校直播访谈来了
首期解读济南市技师学院“地铁订单班”，引10万人围观

5月21日，山东财经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赵雅如，

正在家中进行云答辩。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巩悦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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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山东
高校陆续展开了毕业论
文“云答辩”，山东财经
大学也不例外。5月21日
下午，该校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数字媒体艺
术，以及数字媒体技术
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们进
行了在线答辩。

在家进行论文答
辩，究竟是一种怎样的
体验？当天下午1点多，记
者专门来到数字媒体艺
术班学生赵雅如家里，
见证了大学生参与论文
答辩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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