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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烟大鲁大联考音乐舞蹈
考生只需报名缴费一次，参加一次考试，成绩互认共享

2019年社区教育成果展演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举行

烟台南山学院捐款2 . 9万元救助重病新生
鼓励该生积极配合治疗战胜病魔，早日康复回到大学校园

近日，烟台市2019年社区
教育成果展演活动在烟台职
业学院学术交流中心举办。各
区市社区教育负责同志及社
区教育工作代表共300余人出
席活动。

活动通过工作报告、图文
展播、颁奖和文艺演出等形
式，集中展示了近年来烟台市
社区教育的优秀成果。今年以
来，烟台市、县、乡镇(街道)三
级社区教育网络体系建设工
作基本完成；社区大学、社区
学院、社区学校、社区工作站
线上线下平台建设趋于完成；
示范区、实验区、体验区建设
初具规模；政府、学校、社会教
育机构和有识之士参与度支
持力显著增强；社区理论研
究、教育资源整合、品牌项目
推动卓有成效；老年社区教
育、青年社区教育、少年社区
教育特色鲜明；社区文化事
业、社区康养事业、社区服务

事业健康发展，为推进学习型
社会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2019年，烟台市社区教
育指导服务中心在市教育局
的支持下，强力推动社区教
育品牌建设，评选出杰出项

目10个，优秀项目7个，能者
为师3000余人。中心特骋宁
兰智等10人为烟台市社区教
育名师，优选出100余门课程
投入山东省教学资源库。本
年度组织各类社区志愿活动

1000余次，为提高市民整体
素质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
支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宋海容
摄影报道

本报烟台1月6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尹琳)

近日，烟台南山学院商学院领
导带着同学们的牵挂与心愿，
连夜赴安徽王正贺同学家中，
将募集到的爱心捐款交到王
正贺同学的父亲手中。王正贺
同学满含热泪地表示：感谢老
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一定积极
配合治疗，战胜病魔，早日康
复，早日回到大学校园，不辜
负学院领导和老师同学的关
心。

据悉，军训期间，烟台南
山学院新生王正贺同学因高
烧不退到医院就诊，随后医生
建议转院治疗。学院领导高度
重视，在与家长取得联系后，
第一时间将其送往医院，与此
同时，王正贺同学的家人也从

安徽老家赶到医院。通过精密
检查，王正贺同学被确诊为骨
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病情严
重，危及生命，必须进行化疗
及造血干细胞移植，至少需要
50万元治疗费用。王正贺同学
家庭经济条件极其困难，祖孙
三代住在没有家具的三间房
里，父亲和奶奶严重残疾，母
亲患精神疾病走失多年未归，
家庭经济来源全靠几亩薄田
和政府的困难补贴。这场突如
其来的变故，对原本就困难的
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烟
台南山学院师生得知王正贺
患重病的消息后，自发为王正
贺同学开展爱心捐款活动，募
集了29811元现金。另外，广大
师生及学生家长也在“水滴
筹”平台上捐款，并转发，恳求

朋友们帮帮这个可怜的孩子。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此

次爱心捐款活动，让我们看到
了新时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和奉献意识，体现了全体师
生在努力构建和谐校园中所
表现出的团结互助的高尚情
操。

本报烟台1月6日讯(记者
李楠楠) 2020年艺考即将

来临。近日，记者从教育部门
获悉，今年烟台大学和鲁东大
学将参加2020年音乐学和舞
蹈表演专业联考，两个专业考
生只需一次报名，一次考试，
考试成绩共享互认。

据介绍，烟台大学2020年
艺术类专业(环境设计、音乐
学、舞蹈编导)不单独组织校
考。2020年，烟台大学在山东
省外的艺术类专业招生使用
各生源省份相应统考(联考)成
绩，烟台大学在山东省内的艺
术类专业招生，环境设计使用
山东省相应统考成绩。音乐学
专业使用“2020年山东师范大
学等23所高校面向山东省招
生音乐类专业联考”成绩，舞
蹈编导专业使用“2020年山东
青年政治学院等24所高校舞
蹈类专业联考”成绩。

鲁东大学2020年面向山
东省招生音乐学专业测试，省
内考生须参加山东师范大学
牵头组建的2020年面向山东

省招生音乐类专业联考平台
进行专业测试。鲁大不再单独
组织专业测试。鲁大音乐学专
业在山东省只招收以下主项
的考生：声乐、钢琴、手风琴、
小提琴、大提琴、小号、长号、
圆号、中音号、次中音号、大
号、单簧管、长笛、萨克斯、唢
呐、笙、琵琶、小阮、中阮、大
阮、二胡、古筝、扬琴、竹笛、西
洋打击乐、民族打击乐。音乐
学专业测试联考成绩合格，但
主项不在上述范围之内的考
生，鲁大将不予发放专业合格
证。

鲁东大学2020年面向山
东省招生舞蹈表演专业测试，
省内考生须参加山东青年政
治学院牵头组建的2020年面
向山东省招生舞蹈类专业联
考平台进行专业测试。鲁大不
再单独组织专业测试。

“2020年山东师范大学等
15所高校面向山东省招生音
乐与舞蹈类专业联考”方案等
信息详见山东师范大学相关
信 息 公 布 网 站 ：h t t p : / /

www.zsb.sdnu.edu.cn/。音乐类
专业包含音乐学、音乐表演、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三个专
业，统一按音乐类组织考试，
分初选、复试两个阶段。初选
采取网上报名上传视频、集中
评审的办法。考生登录联考平
台注册报名，按指定要求自行
录制视频并完成视频文件上
传。初选只进行筛选，成绩不
计入复试。按照音乐类、舞蹈
类(分男、女)招生计划总数的5
倍分别确定复试考生资格，
2020年1月9日前后通过学校
招生网站公布复试名单。

“2020年山东青年政治学
院等24所高校舞蹈类专业联
考”方案等信息详见山东青年
政治学院相关信息公布网站：
http://zsb.sdyu.edu.cn/。舞蹈
联考是在普通高校招生舞蹈
类专业校考基础上，坚持共
商、共享、高效的原则，由牵头
高校主考，联盟高校共享共用
联考成绩的一种组考形式，旨
在方便考生应考，节约社会考
试成本，提高考生志愿满足

率。联考属国家教育考试的重
要组成部分，适用于国家相关
法律规定。

舞蹈联考测试舞种主要涵
盖民族民间舞、古典舞、中国
舞、芭蕾舞、现(当)代舞等，不
包含体育舞蹈、健美操、街舞、
啦啦操等。适用专业：本科：舞
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舞
蹈教育；专科：表演艺术、歌舞
表演、舞蹈表演、舞蹈编导、民
族表演艺术、舞蹈教育。

2020年舞蹈联考科目：科
目1：形体条件、基本功、自选
技巧；科目2：舞蹈剧目表演、
即兴表演。

各科满分100分，总分200
分。各科采用面试形式，各分
项按百分制评分，总分=(形体
条件×15%+基本功×20%+自
选技巧×15%+舞蹈剧目表演
×30%+即兴表演×20%)×2。

考生报考联考内高校，只
需报名缴费一次，参加一次考
试，成绩合格者，可根据高校
招生专业报考条件填报相应
志愿。

烟台市教育培训协会
举行2019年年会

近日，“烟台市教育培训协会2019年
年会”在烟台东山宾馆举行，300多名嘉
宾和会员齐聚年会现场。

据悉，2019年烟台市教育培训协会
自身建设保持了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
发展态势，组织架构更加完善，会员队伍
不断壮大，分支机构的设置更加优化；协
会成立了烟台市教育培训协会党支部，
认真做好协会等级评估工作；强化联系
沟通各种资源，邀请省市区领导来协会
指导工作，积极为会员单位提供服务，认
真做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申报了2个省
级项目，组织会员单位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文艺活动，积极开展国内、国际间的交
流与合作，健全协会的专家人才库和编
写协会的发展史。

2020年，协会将认真做好政府购买
服务工作，继续发挥好协会的桥梁与纽
带作用，认真完成山东省标准化试点项
目，创建祥源教育科技产业园，加大对外
交流合作力度，为会员单位提供更加优
质的服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2019年全市初中校长
培训班圆满结束

近日，烟台市教育局委托鲁东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举办了2019年全市初中
校长培训班。来自各县市区162名初中
校长、副校长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了8位来自高校和
中学一线的资深教育专家授课，培训
内容包括《学校内涵发展与管理策略
选择》《学校管理中的法律纠纷与防
范》《“和谐互助”打造品牌学校》《人工
智能背景下中小学校长专业化发展的
新挑战》《立德树人背景下的校长领导
力提升》等专题，既有来自教育学、心
理学方面的专家报告，又有一线校长
的实践经验。培训形式包括集中学习、
后续文本自学、作业、小组研讨等。考
核内容包括考勤情况、学习表现、作业
完成质量等。经考核合格后，方可颁发
结业证书。

通过这次培训，使全体学员的视野
得到进一步拓展，综合素质和教育管理
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培训达到了预期目
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芝罘区青年路小学
举行“班主任沙龙”活动

近日，芝罘区青年路小学举办了
“班主任沙龙”活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
针对班级建设的做法和管理措施进行
交流和探讨。大家聚到一起，畅所欲言，
班主任纷纷提出了自己在工作中的困
惑，由经验丰富的班主任老师把自己管
理班级的金点子毫不保留地介绍给大
家，她们的管理方法各具特色，别具匠
心。

会后，学校高校长对此次活动进行
了总结。高校长指出：“我们青年教师做
班主任，眼中要有学生，要爱学生，时刻
关注学生，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持之
以恒的耐心。”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班主任应具
备一颗慈母般的爱心，热爱和信任自己
的学生，用一颗不泯的童心去体谅他们，
亲近他们，用一颗如大海般的宽容之心
去接纳、慰藉他们，设身处地地去帮助他
们改进缺点和不足，不放弃每一个学生，
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关怀和成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张鲁婕

烟台南山学院师生捐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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