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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31日讯(记者潘世
金) 7月28日上午，由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耘智愿教育集团
联合主办的2019年名师学魁经
验传承暨家庭教育分享会举
行，现场邀请了清华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等名校学
霸、山东大学教授以及优秀家
长代表，为到场的400余名学生
及家长带来一场干货满满的分
享会。

面对高考的压力，高三一
年应该如何复习？讲座现场，清
华大学学生李宣成、武汉大学
学生李浩民、香港中文大学学

生王佳茵等名校学子现场分享
了自己的“成长秘笈”，从他们
的角度解答如何培养良好的学
习习惯、怎样制订合理的学习
目标、如何提高学习效率等，为
学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此外，本次分享会还邀请
到了山东大学数学学院教授
龙和平担任主讲人，以“新高
考背景下如何报志愿”为主
题，面向学生和家长讲解高校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从高校教
授的角度进行学习方法及生
涯规划指导，并向家长们解读
了新高考政策。

讲座现场，不少家长、学生
拿起手机和笔记本认真记录，
收获满满。家长桑女士家住聊
城市茌平县，了解到这次讲座
后，带着十七岁的女儿一起来
到济南。“虽然讲座九点开始，
但我们早上六点就从家里出发
了，连早饭都没吃，七点四十到
济南后才吃的早饭，就怕来晚
了耽误了听讲座的时间。”桑女
士表示，面对孩子的升学压力，
自己其实很焦虑，之前也听过
一些别的课程，但相比之下这
次的讲座更有针对性，收获很
大，可以说是不虚此行。

新新高高考考政政策策下下，，如如何何报报志志愿愿
名校学生、大学教授干货分享，四百余位家长、学生现场点赞

本报7月31日讯(记者
潘世金 通讯员 张蕊)

近日，山东省第二届普
通高中辩论赛在潍坊市正式

“打响”。济南市共有7支队伍
参赛，历城二中辩论队捷报
频传，取得了济南市本次参
加省赛的最好成绩。

据了解，本届比赛共有
山东省16市领队、64所参赛
学校指导教师及选手参加。
历城二中辩论代表队吕皓

月、张轩、李允中、寇子萱、张
志浩五位同学在指导教师张
玉岭的带领下参加了比赛。
比赛中，同学们以辩会友，尽
显青春风采，历城二中辩论
队三战全胜，顺利晋级16强。

在此之前的济南市赛选拔
中，历城二中辩论队一路过关
斩将，四战四胜，问鼎“泉城·新
青年杯”高中辩论赛。以上经历
也都为历城二中辩论队更好地
征战省赛奠定了基础。

历历城城二二中中辩辩论论队队在在
山山东东省省高高中中辩辩论论赛赛中中获获佳佳绩绩

本报 7月 3 1日讯 (记者
潘世金 通讯员 郭经

媛 徐秀燕 ) 日前，第二
十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
活动现场竞赛和交流活动
在潍坊落幕，来自全国各
地的 1 7 0 0 多位选手参加
了竞赛。经过激烈角逐，济

南信息工程学校学生张晓
月 的 电 脑 艺 术 设 计 作 品

“荷韵·济南书画文化馆”
获得一等奖，王新龙的电
脑三维动画作品“老有所
依”、王昊楠的电脑三维动
画作品“月亮与‘月亮’”
获得二等奖。

济济南南信信息息工工程程学学校校学学生生
在在电电脑脑制制作作比比赛赛中中获获佳佳绩绩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潘世金
实习生 郭梦雨

聆听红色故事
学做一本线装书

7月27日，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齐鲁未来星”百花洲红色研
学营全新亮相，迎来了济师附
小、青龙街小学等学校的学生。
同学们走进百花洲王家大院瞿
世玮故居，在研学导师的带领

下，寻访红色地标，聆听红色故
事。致敬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
学们和乐队一起，高举国旗合唱

《歌唱祖国》，诵读红色诗词。
此外，同学们还亲手制作了

一本线装书———《我和我的祖
国—济南红色文化之旅》，学习
拓印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
学剪一颗标准的五角星，在动手
制作中传承红色精神。

青龙街小学韩辰宇同学表
示，自己最喜欢制作线装书的环
节，这是自己第一次制作，也从
中了解到很多历史知识。“此次

研学，我对济南的风土人情有了
更多了解，还学会了拓印，感觉
很有意义。”济师附小四年级六
班孟心冉同学说。

宏济堂里
学习阿胶知识

7月27日，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齐鲁未来星”研学营迎来了山
东师范大学齐鲁实验学校2018级
(4)中队的学生和家长。同学们走
进宏济堂胶剂车间，在讲解员的
介绍下，了解现代化阿胶生产过

程，从浸泡、刮毛、化皮、提纯到初
凝、冷凝、切胶，阿胶生产的每一
个环节都详细的展现在同学们
眼前。通过参观，同学们知道了
阿胶的原材料是驴皮，具有止血
补血、滋补润燥等功效。

来到DNA实验室，一进门
大厅里“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
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
传统古训映入眼帘，经过讲解
员的解释，“制作工序虽然繁琐
但不敢节省人工，材料虽然贵
但不敢偷工减料”，同学们也从
中懂得了做事要真诚的道理。

学习中草药知识
了解工匠精神

板蓝根、何首乌、甜茶……
在宏济堂博物馆，同学们通过

“寻找中草药”的小游戏记住了
许多中草药的名字和功效。来到
力诺工业展览馆，同学们参观了
玻璃、太阳能等产品，还亲眼观
看了琉璃的制作过程。

在宏济堂第三代阿胶传承
人武祥伦的分享会上，同学们聆
听了他的奋斗故事，体会其中的
工匠精神。最后是大家期待已久
的手工制作环节。同学们先学习
了日晷的基础知识，然后开始动
手制作纸质日晷。宋宇桐同学说
自己最喜欢手工制作环节，“做
手工不仅特别有趣，而且做出来
的东西还很有用，这次我学习到
了很多知识。”

姜琦老师表示：“今天充实
的研学课程，让孩子们了解了
阿胶的知识，还学习到了武祥
伦老师的优秀品质，大大的拓
展了他们的视野；制作环节也
让我对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有了
新的认识，今天的收获非常
大。”

本本报报又又一一款款红红色色研研学学全全新新亮亮相相
探寻中医药奥秘，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研学营迎齐鲁实验学校学子

本报7月31日讯(记者 潘
世金) 5月13日，由山东省作
家协会、齐鲁传媒集团主办，
齐鲁晚报、山东文学杂志社、
时代文学杂志社承办的“新东
方·百年育才杯”山东省首届
中小学生作文大赛正式启动。
本届作文大赛初赛于今天截
稿，经评审委员会评定后，预
计8月10日前后由组委会统一
对外公布入围决赛名单。

此次作文大赛受到了学
校、家长的关注和点赞，共计
收到五千余篇投稿作品。济南
高新区海川中学集体投稿了
两百余篇作品。该校教导处主
任王广辉表示，学校一直关注
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鼓励学
生全面发展，经常组织学生参
加类似的比赛活动，不仅能锻
炼学生能力，还能启发学生的

兴趣。“学校开设了校本阅读
课，此次作文大赛很有正能
量，为学生搭建了很好的平
台，学校得知此次比赛，第一
时间组织了校内的比赛和选
拔，并鼓励学生参加。”

相关链接：
本周日（8月4日），写作能

力提升公益讲座将举行
如何写好一篇作文？写作

有什么方法和技巧？作为本届
大赛的一个精彩环节，8月4
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
新东方济南学校举办写作能
力提升公益讲座。现场，山东
省作协副主席王方晨老师将
以《作文如此简单》为题,为学
生带来一场“干货”分享。

王方晨著有长篇小说《老
大》《公敌》《芬芳录》、作品集

《王树的大叫》《祭奠清水》等，
共计800余万字。曾获百花文
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

《中国作家》优秀短篇小说奖、
齐鲁文学奖、泰山文艺奖等。

此外,新东方济南学校优
秀教师周琳、王瞳分别带来

《让生活成为作文的素材》《教
你睁眼看世界——— 社会热点
写作指导》两场讲座,帮助学生
提升写作及阅读能力。
活动时间:
8月4日(周日)上午9点。
活动地点:
济南珍珠泉人民会堂
(历下区院前街1号)。
活动面向群体:
小学、初中、高中在读学生均
可参与
预约电话：
(0531)85193050、(0531)87176688

首首届届中中小小学学生生作作文文大大赛赛初初赛赛截截止止
收到五千余篇参赛作品，8月上旬公布入围名单

7月27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齐鲁未来星”又一款红色研学课程全新亮相，同学们寻访济南红色地标，聆听红色故事，学学习制作一本线装书……在动手
体验中了解红色历史。当天，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研学营还迎来了山东师范大学齐鲁实验学校2018级(4)中队的学生和家长，一起走进力诺工业园，了解现代
化阿胶生产线，学习中草药知识，度过了收获满满的一天。

本报7月31日讯(记者
潘世金 通讯员 刘再敏
郑挺) 近日，2019年全国职
业院校师生礼仪大赛(教师
组)比赛落下帷幕，济南旅游
学校(济南三职专)旅游专业
教师孙嘉琳荣获综合成绩特
等奖。这是学校在三届全国
礼仪大赛学生组获得14枚金
牌后，教师组赛项实现的新
突破，展现了学校礼仪教育

的丰硕成果。
多年来，济南旅游学校

将“礼仪教育”作为提升师生
文明素养的重要抓手，坚持
不懈地进行教学研究、师资
培训和队伍建设，培养了一
批专业素养高、实践经验丰
富的礼仪教师团队，为培养

“明礼向善，内外兼修”的现
代服务业优秀人才储备了雄
厚的师资力量。

济济南南旅旅游游学学校校教教师师荣荣获获
全全国国教教师师礼礼仪仪大大赛赛特特等等奖奖

学生制作日晷。 学生亲手制作一本线装书，学习剪一颗五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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