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市 开学时间

济南 5月8日

青岛 5月8日

淄博 5月7日

枣庄 5月7日

东营 5月10日

烟台 5月8日

潍坊 5月7日

济宁 5月9日

泰安 5月6日

威海 5月8日

日照 5月8日

滨州 5月10日

德州 5月8日

聊城 5月7日

临沂 5月9日

菏泽 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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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山东16市
初中毕业年级开学时间

时间：7月12日-15日
体育：不再组织集中测试，该部
分成绩按满分计入中考总成绩
信息技术和综合实验操作：取
消市级统一考试

济南2020年中考变化

济南中考2023年新变

2023年起济南中考(含原济南
市和原莱芜地区)成绩总分统
一为660分
语、数、外各150分
体育与健康60分
原济南市物理、化学调整为分
数评价
分值为物理90分 化学60分

16市初中毕业年级开学时间敲定
最早开学的是泰安为5月6日，济南5月8日开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潘世金

据山东省教育厅消息，截至4
月30日晚上，山东省已有16市公布
初中毕业年级开学时间！

5月6日至10日期间开学
各市视情况自行确定

在公布初中毕业年级开学的
城市当中，记者注意到，泰安市开
学最早，为5月6日；枣庄市、聊城市、
淄博市将于5月7日开学；济南、日
照、威海、青岛、烟台、德州将于5月8
日开学；菏泽、临沂、济宁将于5月9
日开学；东营、滨州将于5月10日开
学。

早在4月27日，山东省教育厅曾
发布消息称，初中毕业年级原则上
安排在5月6日至10日期间开学，具
体开学时间由各市根据疫情防控
形势和开学准备情况自行确定。

次日，泰安市教育局就发布了
“初中毕业年级5月6日开学”通知，
此后，日照、威海等地发出开学通
知。截至4月30日晚，山东已有16市

公布初中毕业年级开学时间。
泰安市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

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
知》要求，开学前两天要组织完成“六
类重点人员”排查及核酸检测，完成所
有返校学生、教职员工血清抗体检测。

济南初中毕业年级返校
原则上编班30人左右

济南市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和
初中毕业年级开学准备情况，确定
初中毕业年级开学时间为5月8日。

全市拟开学初中学校249所，计
划有82860名学生、17179名教职工
开学返校。据介绍，学校全面摸排
师生返校前14天旅居史、接触史等
个人情况及身体状态，建立管理台
账，确保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

初中毕业年级返校后，原则上
编班控制在30人左右，进行小班化
教学；对学生午间配餐做出细致安
排；学生上放学采取骑行、步行、家
长接送或“定制公交”等方式，“点
对点”往返家庭和学校。目前已为
有需求的38所学校2166名师生定制
了83条公交线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范佳

4月30日晚，山东战“疫”最美新
闻工作者云发布，在获奖的十位省
直媒体新闻工作者中，就有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李钢的身影。他在
抗疫一线持续报道58天，完成图文、
音视频直播等作品数百件，开设的

“我们是钢——— 武汉抗疫一线报道”
专题点击量超过2300万。

作为多年的医疗跑口记者，在
出发武汉前，李钢已在抗击疫情报
道一线奋战了一周时间。1月23日，
武汉宣布“封城”，他立即放弃了回
老家过年的计划，时刻在岗准备。1
月24日除夕当晚，得知山东将派出
医疗队援助湖北后，他与健康事业
部没有离济的同事立即分别联系采

访各医院医护人员出征的情况。虽然
没跟前两批医疗队同往湖北，但为了
做好前线报道，李钢与同事做好分
工，与医疗队员建立联系，开设了《前
线手记》专栏，每日都会忙碌到凌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到一线
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每一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的使命和
共识。2月2日上午，李钢接到了单位
领导电话：“这批有一个记者名额，
你可以去吗？”“我可以去！”当时，他
正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采访即将出
征湖北的医护人员。不到三小时，李
钢就赶到机场，与第三批援助湖北
医疗队飞赴武汉。

在后方全力支持下，李钢开展
了多种形式报道，在前线拍摄了许
多感人视频，成为爆款，像《我替武

汉谢谢你们!9岁女孩出院泪别山东
医疗队》《为鼓励患者战胜病毒,医
护“谎称”是轻症》《一封特殊的感谢
信：武汉老人手写120人名单，记下
防护服上的名字》等。他还先后撰写
了《追光的18天——— 山东医疗队援
助湖北纪实》《武汉保卫战中的山东
力量》《生命方舟中战疫的山东实
践》《驰援，武汉抗“疫”中的齐鲁力
量——— 山东省医疗队援助武汉抗击
疫情纪实》等多篇全景展示山东援
助湖北、援助武汉战疫的稿件。

李钢和黄翔两位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在支援湖北战斗中，联合后
方团队共发布近600篇图文、视频、直
播等，总点击超过2300万，用手中的笔
和镜头，记录了山东医疗队在湖北的
英雄故事、湖北抗疫中的齐鲁力量。

错时上放学 设单独教室就餐
迎初三生返校，济南各学校准备好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潘世金

初三返校时间确定后，学生上
放学安全问题如何保障？开学后如
何教学？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采访了
部分学校。

“ 请 大 家 间 隔 1 米 排 队 等
候……”日前，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
学校举行了开学模拟演练。学校在
大门口划分了不同通道，学生分时
间段入校。值勤老师及保安组成护
导队，提醒学生保持安全距离，检查
口罩佩戴情况，学生将根据班级位
置，分三个通道进入教室。

在济南实验初中，老师建议学
生尽量选择骑行、步行或私家车接
送等方式上放学。

济南甸柳一中将750名初三生
分成了30个班级，每班不超过30人，
为防止家长接送孩子发生交通拥
堵，学校以5个班为单位，采取错时
入校的方式。甸柳一中共有20多名
学生选择乘坐公交车到校。为此，学
校协调公交公司，为学生定制公交

“点对点”接送。
济南市历下区德润初级中学将

在初三复学后实行分餐制，午餐和午
休时，把30人分到两个教室，每间教
室15人。针对部分回家就餐的学生，
济南育英中学要求学生和家长提前
签订保证书，保证中午在家就餐，而
不是在校外就餐。

济南燕山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必
须在校就餐、午休，如有特殊情况家长
需签订承诺书，保证孩子“点对点”往
返于家庭和学校。在济南第十三中学，
为了更好地与配餐公司配合，学校每
次实战演练都要求配餐公司参加。

根据济南市教育局要求，初中
毕业年级返校后，原则上编班控制
在30人左右，进行小班化教学。甸柳
一中教务主任、初三年级主任董文
辉介绍，学校将原本的一个班分成
A、B两个班，每班不超过30人。“根
据学科特点，老师错时授课、讲解，
并在每班配备了一名临时班主任，
保证学习效果。”

中考延期一个月，学校复习计
划将如何调整？董文辉告诉记者，目
前学校二轮复习基本结束，初三学
生返校后，将增加两至三周的衔接
课程，帮助学生查漏补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潘世金

体育不再集中测试
按满分计入总成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济南市2020年初中学考部分
科目评价办法进行了调整。

体育与健康学考成绩仍
由初中阶段日常体育成绩和
集中现场统一测试成绩构
成，分值不变(原济南市仍为
5 0分，原莱芜地区仍为8 0
分)。因疫情影响，2020年集
中现场统一测试不再进行，
该部分相应成绩以满分计算
计入该学科总分；初中阶段
日常体育成绩部分由学校按
往年要求确定成绩并计入该
学科总分。原济南市和原莱
芜地区最终计入初中学考总
分的体育与健康科目成绩折
算和计入方法与往年相同。

信息技术、综合实验操
作2个科目取消市级统一测
试，具体评价工作由各初中
学校组织实施，并认定学生
该科最终评价结果。

济南中考2023年起
总分统一为660分

今年起，济南市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含原济南和原
莱芜地区)将统一考试时间

和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
学、道德与法治、历史、生物、
地理等9个科目考试时长。其
中，原济南市物理、化学、道
德与法治、历史等4科目由两
科同场分卷考试调整为分场
分卷考试。

2021年起，原莱芜地区
初中学考地理科目调整为等
级评价；2022年起，原莱芜地
区初中学考历史、生物、信息
技术等3个科目调整为等级
评价；2023年起，原莱芜地区
道德与法治科目调整为等级
评价。等级评价办法参照现
行济南市学考等级评价办
法，在原莱芜地区考生范围
内进行等级划分。

2023年起，济南市初中
毕业年级学考(含原济南市
和原莱芜地区)科目成绩总
分统一为660分，体育与健康
统一调整为60分，原济南市
物理、化学等2个科目调整为
分数评价，统一分值为物理
90分、化学60分。

据了解，在济莱两地初
中学考政策调整期间，两地
高中阶段学校分别招生。因
为两地仍然在原考生范围内
进行等级划分，故原济南市
和原莱芜地区的等级科目成
绩暂不能通用。除上述调整
意见外，如另有其他调整，以
当年初中学生毕业评价及学
业水平考试实施意见正式文
件为准。

济南中考
7月12-15日举行
体育今年不再集中测试
2023年起中考总分统一为660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李钢
获山东战“疫”最美新闻工作者称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张中

当选山东十佳新闻摄影记者

大众报业记者 巩聪聪

由山东省新闻摄影学
会和大众报业集团《青年记
者》编辑部联合主办的2020
年山东十佳新闻摄影记者、
纪实摄影师评选日前揭晓，
7名专业新闻摄影记者、3名
社会纪实摄影师当选。他们
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王晓
峰、王世翔、何毅、张中、张
健、周坤、郭尧，王剑、苏昕、
董乃德。

此次评选共有50多位新
闻摄影记者、纪实摄影师参
评，由权威人士和业内专家
从摄影作品、短视频、业务论
文等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现
场打分评定，意在激励融媒
体时代的新闻纪实摄影人，
勇于转型，丰富手段，创作出
更多更优秀更适合传播的新
闻纪实视觉作品。评选每两
年进行一次，与年度山东新
闻奖摄影作品复评暨全省新
闻影像作品年赛同步进行。

4月30日上午，在济南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教育专
场新闻发布会上，济南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纮
介绍了高三开学复课、初中毕业年级开学、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政策调整有关情况。

今年济南中考时间调整为7月12日-15日，体育不再
组织集中测试，按满分计入中考总成绩，信息技术和综
合实验操作取消市级统一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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