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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今年高中段招生计划出炉
计划招收61641人，2020年援湖北医务人员子女可享照顾政策

本报邀“大家”
同写高考作文

本报泰安6月29日讯(记者
侯海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2020年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7月
7日，高考正式拉开大幕。作文题
是每年高考的重头戏，总能成为
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作为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每
年高考的保留活动，我们已经连
续多年举办。今年本报又来邀请

“大家”写作文啦！考场内外同日
进行的同题作文“大赛”邀您参
加，在这里，“大家”，既是指大家
伙儿，也是指泰安有名望的作者。

不管你是60后、70后、80后,
还是90后、00后 ,还是知名的学
者、作家和专业老师，都希望您能
参与到我们的“大赛”。您只需敲
敲键盘，按按手机，就能与考生们
一起写一篇高考作文，我们将择
优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APP客
户端、齐鲁晚报今日泰山微信公
众号刊登、推送。

7月7日当天上午，本报将第
一时间在齐鲁晚报全媒体台上发
布。今年的高考作文题，请各位朋
友在下午3:00前，按照高考作文
要 求 ，将 写 好 的 作 文 发 送 至
372733049@qq.com邮箱。我们当
天将组织对收到的高考作文进行
评审、采用。

7月7日开始，陆续发布。热诚
期待你的参与!对于优秀作品，本
报为大家准备了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定制版的笔记本、包，还有茶
叶。7月7日一并公布领取地址，特
别说明，此次同题作文“大赛”欢
迎写作创新，可以网络文学，可以
诗歌，可以古文。但题目一定是
2020年高考作文题。

今年普通高中招收34050人

继续实行“一考多取”政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
发布会上获悉，2020年泰安市高
中段学校计划招生61641人，其中
普通高中 3 4 0 5 0人、职业学校
27591人。

今年泰安市继续实行“一考
多取”政策，促进普通高中与中
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参加普通
高中招生(含民办普通高中)录取
的考生为2020年的应届初中毕
业生，往届初中毕业生一律不得
参加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初中后
高等职业教育、高等师范教育、
三二连读范围为参加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根
据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根据考
试成绩划定报名资格线，资格线
以上的考生可填报志愿。职业中
专、技工学校招收应往届初中毕
业生，可到学校注册入学。普通
中专根据招生学校要求，招收应
届或往届初中毕业生，其中，往
届生直接到招收往届生的学校
报名。

此外，户籍在泰山区、父母
至少一方在岱岳区工作的初中
毕业生，可报考岱岳区的高中学
校。由考生家长持相关证明材
料，于7月2日前到岱岳区教育和
体育局基教科办理报考手续。选
择报考岱岳区高中的考生，不得
参加市直高中的招生录取；选择
报考市直高中的考生，不得参加
岱岳区的招生录取。

9所学校面向全市招收

体育专项特长生

按照省教育厅的相关安排，
今年泰安市有9所学校面向全市
招收体育专项特长学生，共计
140个招生计划。这9所学校分别

是泰安英雄山中学、新泰市第一
中学东校、肥城二中、宁阳一中、
东平明湖中学、泰安一中、泰安
二中、泰安长城中学和泰安实验
中学，招生项目包括飞行员、田
径、健美操、武术等。

自2019年来，泰安市高中段
学校招生启用“分数+等级”的录
取方式，今年继续采用这种方
法，学生的语文、数学、外语为分
数表达科目，物理、化学、生物、
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体育与
健康为等级表达科目。全市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发布后，根据
招生计划、考生分数科目的成绩
与特殊考生加分之和，划定各县
市区公办普通高中、民办普通高
中、各类职业学校招生的报名资
格线。分数成绩在报名资格线以
上的考生，方可参加相应类别的
录取报名。

援助湖北医务人员子女

享受特殊考生照顾政策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泰安市医务人员驰援湖
北，奋斗在战疫第一线，全力保
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记者从发
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共有六类人
员在录取时可享受特殊考生照
顾政策，其中“2020年度驰援湖
北医务人员子女与现役军人子
女享受同等待遇”。

为进一步完善民办高中招
生录取工作，民办普通高中实行
自主招生统一平台录取，考生在
泰安市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
与高中段学校招生管理平台填
报志愿，打印志愿信息表，到所
报民办高中学校现场确认。招生
学校依据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依次录取，录满计划为止，确
定录取名单，报市教育局审核。
民办高中自助招生方案于6月30

日前制定并向社会公布，明确
“分数+等级”方式的等级和分数
报名要求、录取办法。

今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
于7月13日至16日进行，8月5日前
公布成绩后进入录取程序。8月6
日起，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分录
取“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的考
生；录取普通高中各类自主招生
(包括体育特色项目)；录取普通
高中指标生、普通中专、高等职
业学校、三二连读高职、中职学
校、技工学校考生；录取普通高

中统招生；录取普通高中艺体特
长生；录取通中专、高等职业学
校、三二连读高职剩余计划，补
录中外合作办学班剩余计划，录
取报考民办高中的考生；录取民
办高中、中职学校、技工学校剩
余计划7个批次进行。

仅剩6天！泰安一中的高三毕业班老师们给考生们支招

做好防护，调整心态从容迎战高考

做好防护尽量乘私家车赴考

既不浮躁自大也不消极逃避

高考是对知识和能力的考验，更是一场
自己与自己的心理战。新冠肺炎疫情还未完
全消除，同学们仍然要做好自我防护。考试前
要坚持自我健康监测，确保考试时身体状况

良好，提前准备好口罩、手套、纸巾、速干手消
毒剂等防护物品备用，考试时尽量乘坐私家
车赴考场。万一考点入口体温测试异常，或考
试中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不要害怕，考点
都会有启用隔离考场等相应处理措施。心理
上要足够放松，以确保考试顺利。

老师们建议考生，既不浮躁自大，也不消
极逃避，抓紧一分一秒。消除诸如“离高考没
几天了，已经定型，不想学了”“我基础差，再
学也没用”等负面想法。

做好“规定动作“”水到渠成

假想的“考砸”往往才是意外

采访中，泰安一中老师表示，不少同学
在考试前最担心“考题很难”“考试发挥失
常”“考砸了怎么办”。其实高考题目只会更
加规范科学，而绝不会偏、难、怪，考试流程
比平时所有模拟考试都更严谨，只要按流
程完成“规定动作”即可，正常发挥是水到
渠成，你假想的“考砸”才是意外。

同学们要学会随时清空脑中出现的各
种负面设想，让自己单纯地只思考学习本
身的事，行动上严格按照老师的复习计划
和训练计划来复习，绝不能盲目的效仿他
人人云亦云，更不能脱离老师去另搞一套。

距离高考仅剩6天，考生们要保持好复习
节奏，按部就班，保持正常的作息习惯。对之
前高强度、长时间学习的作息表就不要再继
续了，循序渐进把自己的生物钟调到正常状
态，争取把自己的生理兴奋点调到与高考相
应的时间段，与高考共鸣共振。6天的时间固
然不长，但只要我们充分高效的利用好它。

适当的焦虑有利于激发最佳水平

亲人支持伙伴关怀营造快乐心境

泰安一中的老师们总结了一下考生考
试焦虑的几个认识误区：“焦虑情绪只有没
复习好的同学才会有”，“真正心理素质高
的人考前一点都不紧张”，“我焦虑所以我
一定考不好了”等，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

考试就像一门追求完美的艺术，但总会有
缺憾，因为对于未知的事情，人都会产生本
能的担忧与紧张，因而“我们都一样”，我们
都紧张。而心理学研究表明，中等程度的焦
虑有利于激发出最佳水平。

老师们建议，当考生感觉到紧张时，不
要害怕它、总想控制它，而是接受它，尝试
与它相处，并保持在适度的水平和它一起
迎接考试。其次，肯定自我增强自信，适当
调整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多进行积极的
自我暗示。压力过大时，男生增加运动量，
女生大哭一场、大声唱歌等；烦躁不安时，
向家长、老师或同学朋友倾吐心声，也可写
日记跟自己交谈。如果是在考场上，可用深
呼吸、对自己微笑的方法，还有小幅度活动
胳膊和手腕，按揉手掌、手指等。

父母的安慰、老师的鼓励、朋友的拥
抱、同学的陪伴等，可以有效缓解压力。尤
其是好伙伴间的关怀，可以营造快乐心境。

祝愿考生们高考顺利，不负韶华！

距离2020年高考仅剩6天，随着考试
临近，不少考生甚至家长愈发紧张起来，
考生们该如何合理有效利用宝贵的时间
开展高效的复习？如何调整学习状态？6月
29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就考生及
家长们关心的问题，采访了泰安一中有着
丰富教学经验的高三教师，老师们根据多
年送毕业班的经验，总结了几种常用的心
理调适方法介绍给考生和家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侯海燕 通讯员 王敏

县市区 高中学校
指标
生

统招
生

艺体
特长生

自主
招生

合计 招生范围

岱岳区

泰安英雄山中学 693 462 75
(含体育专项45)

270 1500

岱岳区及
原岱岳区
2017年及
以后区划
调整后的

乡镇

泰安第十九中学 540 360 50 950

泰安第三中学南校 399 266 35 700

泰安第三中学北校 171 114 15 300

泰安第四中学 360 240 50 650

泰安第五中学 285 190 25 500

新泰市

新泰市第一中学 400 400

新泰市及
原新泰市
2017年划
归泰安高
新区管理
的乡镇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1003 669 88 1760

新泰中学 501 334 45 880

新泰市第一中学东校 1003 669 88
(含体育专项13)

1760

新泰市新汶中学 498 332 70 100 1000

新泰市第二中学 516 344 90 50 1000

新泰市汶城中学 216 144 60 80 500

肥城市

肥城一中 684 456 60 1200

肥城市

泰西中学 684 456 60 1200

肥城六中 684 456 60 1200

肥城二中 399 266 35
(含体育专项5)

700

肥城三中 456 304 40 800

肥城丘明中学 57 38 5 100

宁阳县

宁阳一中 603 402 95
(含体育专项12)

200 1300

宁阳县宁阳二中 429 286 35 750

宁阳四中 672 448 80 1200

宁阳复圣中学 444 296 60 800

东平县

东平高级中学 535 357 58 200 1150

东平县东平明湖中学 675 450 75
(含体育专项3)

300 1500

东平一中 424 283 43 100 850

合 计 12932 8622 1396 1700 24650

6月29日上午，备受关注的2020年泰安高中段学
校招生录取工作新闻发布会举行，泰安市教育局副
局长徐炳伦通报了今年高中录取工作相关情况。

今年泰安市继续实行“一考多取”政策，促进普
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侯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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