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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九点后可查济南中考成绩
本周日举行校园开放日，快去现场打探录取分数线

□记者 张鹏

27日，记者从济南市教育局获
悉，初三学考成绩将于6月29日9时
正式公布，接下来考生和家长们最
关心的就是关于志愿填报的话题。
正常来说，往年的相关填报和录取
数据都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依据。但
今年面对新中考，满分由570分变为
500分，往年的数据是否还有参考价
值，家长又该如何参考？今年继续实
行“平行志愿”，考生该如何科学填
报？都成了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

一分一段表仍是重要参考

27日下午，记者从济南市教育
局获悉，按照既定的工作进程，今年
济南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将于
6月29日9:00公布。初三学考成绩可
登录“济南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志
愿 填 报 平 台 ( 网 址 ：h t t p : / /
xkbm.jnzk.net:8000)”或“济南市教
育 招 生 考试院 ( 网 址 ：h t t p : / /
www.jnzk.net)”查询。查询平台开
放时间为6月29日-30日，每天9:00-
18:00。若遇网络不通畅，请稍后再
试，避免不停刷新页面。为防止网络
拥塞，每位考生请不要重复登录查
询验证。

和往年一致，今年初三考生成
绩单继续通过县区、学校发放，应届
毕业生可于6月29日15:00以后到原
初中毕业学校凭准考证签字领取考

试成绩单，往届生及外地返济考生
到县区教育局中招办指定的成绩发
放处签字领取。初二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向县区发放成绩库，由学校负责组
织学生签字确认。7月1日各高中阶段
学校将举办“学校开放日”，欢迎考生
和家长前往咨询相关情况。

今年济南市共有58810人报名
初三年级学考，今年中考语文、数
学、英语三科各由120分提高至150
分，物理、化学分数变等级评价，再
加上体育50分，满分由此前的570分
变500分。济南实验初中英语老师程
晓明表示，虽然分数变化无法预测，
但按照往年惯例，成绩发布后，教育
部门会陆续发布一分一段表，这将
成为考生填报志愿的重要参考，其
中包括初中学考全市初中学校一分
一段表、初中学考市内指标生分配
区域初中学校学生成绩一分一段
表、最低录取提档线，各高中学校也
会陆续发放指标生投放计划以及统
招生招生计划。

程晓明建议家长，不要仅参考今
年的一分一段表，如果有能力的话可
以将近五年的一分一段表都找出来
进行分析，看看分数的变化曲线，这
样更准确。“参考省实验中学往年数
据，统招生如果分数在2000名以内，
考进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三个志愿学校尽量拉开档次

据了解，从2015年开始，济南在

中考统招生计划录取时实行“平行
志愿”，今年将继续实行。平行志愿
怎么平行？如何录取？是先看分数还
是先看志愿……对于这些问题，有
不少考生家长并不是很清楚。

简单来说，平行志愿就是考生
可填报三所平行学校，录取按“分数
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进行投档。
总的来说，就是先按考生的分数高
低排序，再进行志愿检索。投档前，
将所有考生按投档分数(原始分与
政策照顾分之和)从高分到低分进
行排序。投档时，先对分数最高的考
生进行志愿检索，再从高分考生到
低分考生依次进行检索。对每位考
生志愿的检索，按考生所报志愿的
先后顺序依次进行。首先检索考生
报考的第一个志愿学校，当学校招
生计划未满额时，该生就被投到该
学校，直接被录取。如果不符合第一
个志愿学校投档条件，则检索该考
生第二个志愿学校，依次进行。考生
档案一旦投出，就不再检索该生后
面所报的其他志愿学校；在同一投
档时间段内，各个学校同时投档录
取，投档检索只进行一轮。

程晓明老师建议考生填报平行
志愿时，采取“冲1稳2保3”的原则，
可以填报3所不同高中作为3个投档
志愿，但要注意学校之间拉开档次，
学校间尽量不要差距太小。“例如考
生如果第一志愿选择省实验中学，
那么第二志愿尽量不要选择历城二
中或山师附中，减少落榜的风险。”

特色课程免费学 学生多才又多艺
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课堂创意多，打造个性化教育
□记者 范洪雷

书法教室、地理教室、3D打印
实验室……在济南协和双语实验
学校，为了适应学生需求，打造个
性化教育，专门为学生们量身打
造了个性化的教室。不仅如此，诗
词、英语、国学、书法、国际数棋、
跆拳道、健美操……这些备受孩
子们喜欢的兴趣特长，也几乎都
在协和双语开设了专门课程，老
师都是专业级别的。

“把孩子送到协和双语实验
学校来学习，很多兴趣班都不用
在外面上了，省了培训班费用，更
重要的是节约了时间。”家长们都
觉得，在学校丰富多彩的课程浸
润下，孩子们不仅爱上了学习，成
绩得到提高，而且“身怀绝技”、

“内外兼修”。

诗词“考级”，爱上国学经典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在济
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几乎每个
小学生都能随口吟诵一首古诗
词，有的小学生更是诗词小达人，
能熟练背诵百余首。

学校小学部负责人介绍，学
校非常重视国学经典的学习和经
典古诗词的诵读，开设有专门的
国学课程。学校还设置了一间古
色古香的教室，古朴的课桌与教
学环境，给小学生们营造了学习
古典传统文化的独特天地。

不仅如此，为了调动小学生
们学习的主动性，老师们寓教于
乐，积极开发趣味教学模式，就国
学课程而言，设置古诗词诵读“考

级”、“我爱记诗词”、“古诗词听
写大会”等一系列教学活动，让学
生们在游戏中获得新知。

学校老师表示，“其实古诗词
考级就是为了激发孩子们学习的
兴趣，在潜移默化中日积月累。”
一级的测试是16首古诗词，十级
是230首古诗词。每个班级每周都
会在国学课学习2至3首古诗，老
师对古诗词进行讲解，带领孩子
们诵读，感受传统文化之美。“我
爱记诗词”活动则是仿照“我爱记
歌词”节目形式，内容主要包括诗
句接龙、填写古诗题目和作者，每
个小组进行积分作答，胜出的学
生还会参与到抽奖环节。

除了国学课程，学校还有书
法课程。现在不少小学生的毛笔

字都写得像模像样，过年还能给
家里写春联。有的家长说，将孩子
写的“福”字贴在家门上，心里特
别自豪。

设置特定场景，开口讲英语

除了国学、书法课程，英语、
国际数棋、跆拳道、健美操等十多
种特色课程在协和双语学校全部
可以免费学习。据了解，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从中选择相
应的课程。

作为双语学校，英语教学自
然是学校的特色，协和双语实验学
校的小学生们在一年级就可以享受
到外教的课堂“福利”。尽管小学班
级每周只有2节英语课，但每次上

英语课，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在英语课堂上，小学生们进行

英语学习的“热身”，跟随老师共唱
英语歌。语言最根本的用途在于沟
通交流，课堂上，孩子们不仅可以唱
英语歌，学习英语单词，更重要的
是，在老师的激发和鼓励下，慢慢学
会用英语进行表达和交流。

在小学部走廊里，随处可见
英文儿歌、谚语，仿佛置身英语知
识的“海洋”，而且学校有“洋外
教”，学校的外教上课时和国内传
统的英语课堂不同，会将每节课
都设置一个场景或者一个主题，
真正让学生将英语学以致用。学
校老师称，通过外教老师上课，学
生可以真正感受到国外英语学习
的氛围。

实验室完备，农场亲近自然

学校一直致力于为学生们提
供多元化的教学环境，按照国内
先进标准配置了各种教学设备，
物理、化学、生物、通用技术、机器
人等实验室配套完备，钢琴室、美
术室、舞蹈室和图书室、体育活动
室功能齐全。

在学校的生态标本馆，放置
了丰富的动物植物标本，学生们
可以形象直观地学习动植物知
识；健身馆里体育器材配套齐全，
孩子们课余时间可以跑跑跳跳，
锻炼身体；天文馆里可以观测天
文现象，探索天文奥秘。

可以说，孩子们感兴趣的课
程，在协和双语几乎都能找到配
套的设施和专业的指导老师。这
些课程给孩子们提供了广阔的学
习天地，让孩子们真正爱上寄宿
制校园生活，不会时常想家。

课堂内容生动活泼，课外活动
更是丰富多彩。有时，协和双语还将
课堂搬到了农场里。学校有自己的
大型种植养殖实践基地，里面有各
种蔬菜、水果。来到农场，学生们不
仅可以学到很多植物生长的知识，
还能够亲近自然，热爱自然。

今年,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
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均面向山
东省招生,除了招收小学一年级新
生、初中一年级新生、高中一年级
新生外,还招收从小学到高中的各
年级插班生。咨询电话 : 0 531—
81307196、81307197、81307198。
此外，本周末学校将举办高中校
园开放日，欢迎考生和家长来校
参观考察。

校园欺凌10日内完成调查
济南发布学生欺凌防治工作电话

□记者 张鹏

日前，济南市教育局
发布《济南市加强中小学
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公
布了济南市学生欺凌防治
工作机构为济南市教育局
技术装备与学校安全处，
办 公 电 话 为 0 5 3 1 -
66608058。在此次公布的
《治理方案》中，首先明确
了学生欺凌的界定。中小
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
(包括普通中小学校和中
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
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
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
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
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
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
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
等的事件。

按照相关要求，济南中
小学校要通过每学期开学
时集中开展教育，定期对中
小学生进行学生欺凌防治
专题教育，同时组织开展家
长培训，严格学校日常管
理，定期开展排查。市、县区
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委托

专业第三方机构或组织学
校开展等方式，定期开展针
对全体学生的防治学生欺
凌专项调查，及时查找可能
发生欺凌事件的苗头迹象
或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欺
凌事件。

学生欺凌事件的处
置以学校为主，教职工发
现、学生或者家长向学校
举报的，应当按照学校的
学生欺凌事件应急处置
预案和处理流程对事件
及时进行调查处理，由学
校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
对事件是否属于学生欺
凌行为进行认定。原则上
学校应在启动调查处理
程序10日内完成调查，根
据有关规定处置。情节轻
微的一般欺凌事件，由学
校对实施欺凌学生开展
批评、教育。情节比较恶
劣、对被欺凌学生身体和
心理造成明显伤害的严
重欺凌事件，学校可视具
体情节和危害程度给予
实施欺凌学生纪律处分，
将其表现记入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

上完绘画课，同学们展示自己的画作。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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