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别 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数 学制
学
历

招生对象 学费

高中

音乐 300人（其中提
前批自主招
生计划180人，
如计划未满，
剩余计划纳
入统招）

三年
高
中

济南市应届初
中毕业生

2000元/年
播音与节目主持

戏剧（影视）表演

美术绘画

中专

杂技与魔术表演 20人
六年

中
专

面向全省招收
小学在校生

免学费

舞蹈表演（中国舞）
60人

其中（男20
人）

面向全省招收
小学毕业或初

中一年级

舞蹈表演（中国舞） 30人（女生）

三年
面向全省招收
初中毕业生

舞蹈表演（国际标准舞方
向）

30人

曲艺表演 30人

美术绘画（动画设计方
向）

40人

3+4
本科

舞蹈表演
（中国舞）

联办高校：山东青年政治
学院

25人
（仅限女生）

3+4
本
科

面向全省招收
应届初中毕业

生

中职阶段免学
费。本科阶段学
费执行届时山
东省物价局统
一核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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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尹明亮

新高考数学试卷或将更
具开放性

从2005一直到2017年，山东
高考数学一直是自主命题，从
2018年开始采用全国卷。对即将
参加2020年高考的考生来说，要
分析2020年数学命题的趋势，这
两年的过渡期其实更有参考价
值。在张天德教授看来，回顾
2018年、2019年的高考数学，更注
重对数学文化、核心素养和数学
的应用性的考察，试题更贴近生
活、联系实际，同时也降低了对导
数、立体几何的要求，提高了数列
的难度。另外试卷分散了考察的
难点，有意引导师生意识到教学
中每部分内容都可易可难，这也

与新高考的要求相符合。
对于2020年的高考数学命

题，张天德认为，新高考数学命
题的发展方向必然是既要有利
于高层次人才的选择，又有利于
相关考试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
将更多关注数学基本内容，注重
运算能力、解题技巧的考察，命
题也将更具灵活性、综合性和应
用性。

2020年的高考数学，题型结
构的变化不小，8道单选40分，4
道多选20分，4道填空20分，6道
解答70分。其中填空题中有一道
一题两空的试题，解答题中出现
了开放题。

命题理念也有新的变化，高
考命题从问题立意到能力立意，
发展到现在“价值引领，素养导
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的理
念。试题情境也可能更多样，包

括数学课程学习情境、数学探索
创新情境和数学生活实践情境
等。“考生都要有针对性的进行
准备。”张天德介绍。

冲刺复习，每道题都要
研究解法背后逻辑

今年是山东高中文理不分
科后的第一年高考。很多人认
为，文理不分科后试题难度会有
所下降。张天德认为，对于这个
问题不能理解得过于简单，不分
科后的高考数学，肯定会有一部
分简单题，但高考选拔人才需要
试题有区分度，试题中也会有不
少中等难度、中等以上难度、高
难度的试题。“单纯指望简单题，
想考一个好的大学，也是有难度
的。”张天德提醒。

新高考的命题将更具开放

性，在张天德看来，相较于试题
的难度，更可能打败考生的则是
试题的变化。新高考命题强调开
放性、强调数学内各个知识点的
交叉，这种交叉甚至会延伸到数
学之外的其他知识。所以对考生
来说，对数学基础知识、数学的
基本技能、数学学科本质都要有
更好的把握。

那么在离高考不到一个月
的时候，考生怎么开展数学的复
习呢？张天德教授也提了五点建
议，首先，考生要对多选题、一题
两空、开放题等新题型进行研
究，研究新题型的命制手法和答
题策略。第二，对于必考知识要
按照新课标的逻辑进行梳理，包
括函数、几何与代数、统计与概
率和数学建模与探究，重点对四
条主线进行整体把握。第三，对
于学科素养，重点关注理性思
维、数学探索、数学应用和数学
文化。第四，要重点关注逻辑思
维能力、运算求解能力、空间想
象能力、数学建模能力、创新能
力。第五，对解题训练要从关注
怎么做向怎么想转变，重视每道
试题解法背后的解题思维和解
题逻辑，寻找试题背后的学科素
养、关键能力和必备知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巩悦悦

7月7日起，2020年高考将正式
拉开大幕。新高考模式下如何科学
合理地选择志愿，对考生和家长而
言是极大的挑战。为此，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拟于7月下旬举办2020年
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本科场)，届
时将采用“线上+线下”的方式，为
考生提供咨询服务。届时将有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专家现场答疑。

今年齐鲁晚报将发挥自身优
势，拓展下沉渠道，借鉴往年经

验，拟将2020年高考招生咨询会
覆盖济南、青岛、济宁、枣庄、临
沂、淄博、滨州、德州、聊城、泰安、
烟台等全省重点生源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线下高
招会新增威海、东营两个场次。此
外县域分会场，今年在宁津县举
办线下高招会的基础上，还尝试
开辟滕州、沂源两个县市渠道，一
站式解决山东省招生、报考难题。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专家将在高考
咨询会济南场设立公益解答专
区，针对今年的招录政策、志愿填

报方式等话题，接受考生咨询。
众所周知，2020年是山东新

高考实质性落地实施的第一年，
考试科目与时间、成绩构成与转
换、志愿设置与填报、划线与录取
办法等都发生了变化。为给学校
和考生提供一个线上咨询的解决
方案，今年5月8日，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重磅推出硬核产品———

“壹点云高招”。
这款集虚拟展位、线上直播、

互动交流、学校展示、高招咨询、
志愿填报、高校检索、意向填报

(预填报)等八大功能为一体的云
高招系统，将为考生与学校建立
精准的沟通渠道，方便学校为目
标考生提供精细化服务。

产品上线后，在齐鲁壹点客
户端高考频道进行长期展示。高
考频道也将紧随头条频道，成为
固定板块。也就是说，齐鲁壹点的
用户无需订阅该频道也能看到，
实现最大程度的曝光量。

对山东的考生和家长来说，
高考招生咨询会已经成为了志愿
填报的重要渠道，也是各高校发

布招考信息、招揽优质生源的平
台。今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将
一如既往地帮助高校对接有效生
源，助力考生合理报考，有效化解
考生、家长及招生院校的焦虑。

需要提醒的是，2020年山东
高考咨询会定展工作已经开始进
行，想要参加的院校可拨打电话
咨询定展。咨询电话：( 0 5 3 1 )
85196195、85196197、85196575、
85193855。想了解高招会更多信息
的考生和家长，可加高考招生咨
询群(群号：1094949849)。

山东高招会本科场拟于7月下旬举办
新增威海、东营、滕州、沂源场次，省招考院专家现场答疑

新高考数学最后一个月咋准备，听山大数学院教授给你讲

试题或将更贴近生活、难点更分散
过去几年，山东

省的高考数学命题有
什么规律？2020年高
考数学命题将会有什
么特点？新高考下，怎
样学好数学？在高考
的最后冲刺阶段，又
该做些什么去提高自
己的数学能力？6月12
日晚，山东大学数学
院教授、齐鲁晚报高
考升学指导中心专家
张天德在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演播室为考
生们送上了一堂线上
复习课程。

齐鲁晚报专家团
带你读懂新高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尹明亮

2020年是山东省新高考第一
年，高考政策变化巨大，为了更好
地向考生及家长普及新高考政策，
帮助考生更好地应对高考、填报志
愿，齐鲁晚报专门成立了高考升学
指导中心，并组建了专家团。

在张天德教授的线上课堂之
后，还将有更多的新高考专家在
线上线下举办各种讲座、为考生
及家长解疑答惑。

考生及家长可扫描下方二维
码加入齐鲁晚报高考咨询QQ群
或微信群，获取最新的高考信息，
专家也将在线上进行答疑。

扫描二维码可观看张天德
教授完整讲座回放。

6月12日晚，张天德教授做客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直播间，为考生及家长带来
2020新高考备考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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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艺术学校2020年招生简章
6月25—26日进行专业测试

招生计划

济南艺术学校是济南市教育局
直属中等艺术专业学校。学校秉承

“让优秀者变得更优秀，让平常者变
得不平常”的育人理念，遵循“品牌
引领、特色创新、上挂下延、联动并
举”的办学思路，以培养高质量艺术
后备人才为己任，致力于打造省内

领先、国内知名、逐步走向国际的艺
术职业教育品牌学校。济南艺术学
校毕业生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北京
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央戏剧
学院等高等学府深造,活跃在全国
各地的艺术舞台。

专业测试时间、内容及要求

济南艺术学校定于6月25、26
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
17：00)在学校A座思敏楼进行专
业测试。为了满足考生需求，学校
将于2020年济南市学业水平考试
(中考时间为7月12日—15日)后，
组织第二次专业测试，考生可通

过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等方式，
随时关注我校招考信息。

专业测试内容、要求及录取
原则请登录学校官方网站、微信、
微博查询。学校网址：h t t p : / /
jnyishuxx.jinan.cn

学校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
中区舜耕路68号

招生咨询电话：
0531—86091875
86137676 86137687
济南艺术学校官

方抖音号：2194967010
扫一扫，关注学校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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