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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省内“双高”院校
将悉数参展

众所周知，今年的第18届山
东高招会再扩容，将陆续走进山
东13市及3个县市，举办16场高
职(专科)场招生咨询会。十七年
来，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举办
的山东高招会从未让考生和家
长失望，今年更不例外，今年本
科综合场上的“爆棚人气”就是
最好的佐证。为服务更多考生和
家长，今年高招会特意开辟出多
个县市渠道的招生咨询场次。

想要报考高职院校的考生，
可以放心来观展。因为省内最好
的高职院校将集聚一堂，等你“问
招”。值得一提的是，山东商业职
业技术学院，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日照职业技
术学院、滨州职业学院等入选全
国“双高计划”的山东高职院校将
悉数到场参展。此外，山东旅游职
业学院、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山东

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山东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济南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等院校的招办负责
人，也将在现场答疑。

在举办完8月22日的济南场
之后，根据组委会安排，8月23
日，山东高招会高职(专科)场将
在青岛(青岛国信体育场)、济宁
(济宁市奥体中心体育场)、枣庄
(枣庄万达广场)、临沂(临沂商
城实验学校)、淄博(文化中心保
利剧院广场)、滨州(滨州万达广
场)、东营(东营西城万达广场)、
德州(德州万达广场)、聊城(聊
城市金鼎商厦六楼)、泰安(泰安
万达广场)、日照(华润万象汇)
举行。

8月24日，山东高招会高职
(专科)场，将走进滕州(滕州万
达广场)、沂源(沂源县文化广
场)、宁津(宁津一中新校区)、
烟台(烟台芝罘区万达广场)。

咨询志愿填报
还可来壹点云高招

学校层面的特色、优势专
业、师资情况、住宿条件，学生

发展层面的就业前景、就业率，
以及志愿填报方面的意见和指
导，都是考生和家长需要迫切
了解的。而这些问题，现场就能
和学校老师“面对面”得到解
决。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山东
高招会高职 (专科 )场将采用

“线上+线下”的方式，为考生提
供咨询服务。

“壹点云高招”是一个集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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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校和考生提供一
个线上咨询的解决方案。

目前，山东考生报考相对

较多的百余所高校都已经进驻
齐鲁壹点，每个学校都开设了
招生专题，在高校专题里，考生
可以在高考政策条目下了解各
个学校的招生政策。可以在专
业解码条目下了解学校各个专
业的特点，还可以在新闻报道
条目中，详细地了解学校情况。
此外，考生还可点击进行学校
和专业的预报名。通过预报名，
建立精准的考生与学校沟通渠
道，方便学校为目标考生提供
精细化服务。

在参加济南主会场的山东
高招会期间，考生可持准考证、
身份证免费入场，家长须携带身
份证购票入场(可扫描下方“壹
点云高招”小程序码提前购票)。
参与山东高招会的所有考生和
家长，均须在“济南公安e警通”
(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注册，在
实名认证和人脸识别之后，才能

提交信息完成登记。在完成上述

操作后，市民出示页面，即可顺

利入场。
根据组委会要求，在疫情

防控行程卡大数据支撑下，对
所有参展和观展的人员严格查
验健康码，只有绿码才予以放
行。所有进入会场人员必须佩
戴口罩，所有参展工作人员、施
工人员都要严格按照规定佩戴
口罩。健康码为黄码或红码的
人员将被拒绝入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根据省招考院消息，按照山
东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
作进程表，明天(8月18日)下午，
普通类特殊类型批投档录取。考
生可及时登录官网进行查询。

此外，8月16日至17日，艺术
类本科统考、联考专业模拟投
档。8月16日11点前，艺术类本科
批校考专业、春季高考本科第1
次志愿投档并向高校开放投档
结果。8月16日至19日，艺术类本
科批校考专业投档录取；春季高
考本科第1次志愿投档录取。8月
16日至18日上午，普通类常规批
第1次志愿模拟投档。

8月18日下午，普通类特殊
类型批投档录取。8月18日11点
前，艺术类本科批统考、联考专
业第1次志愿投档并向高校开
放投档结果。8月18日至19日，
艺术类本科批统考、联考专业
第1次志愿投档录取。8月19日
11点前，普通类和体育类常规
批第1次志愿投档并向高校开
放投档结果。8月19日至21日，
普通类和体育类常规批第1次
志愿投档录取。

普通类特殊类型批

明天下午投档录取

山东高招会高职专科场周六启幕
省内最好的高职院校将集聚一堂，等你“问招”

下周四(8月27日)开始，山东
普通类、体育类常规批第二次志
愿，以及艺术类专科批第一次志
愿、春季高考专科批第一次志愿
正式开始填报。为让考生得到更
为专业的指导，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将于本周六(8月22日)在济南高
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山东高考招
生咨询会高职(专科)场。

需要指出的是，这将是全省
规模最大的一场高考招生咨询
会，目前已备受考生和家长期待。
今年的山东高招会高职(专科)场
还将采用“线上+线下”的方式，为
考生提供精细化咨询服务。

77月月2277日日，，22002200年年山山东东高高招招会会((本本科科场场))现现场场。。((资资料料片片))

本报济南8月16日讯(记者
潘世金) 如何写好一篇作文？写
作有什么方法和技巧？8月16日
上午，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马兵以“细节
之美”为主题，带来一场关于写
作的干货分享，2万余名学生在
线观看，收获满满。

“在我个人看来，细节是考
量一篇作文是否优秀的重要指
标……”8月16日上午，马兵老师
做客齐鲁壹点直播间，以《细节
之美》为题，为学生带来一场“干
货”分享。

讲座中，马兵分享了三个写
好细节的“秘笈”：避免大而化之
的习惯、思考的缜密、观察的细
致。“当我们描述一个场景或人
物的时候，我们习惯于从大的方
面着手，一笔带过，这样的作文
很难生动，因此我们要避免大而
化之的习惯，这也就要求我们具
备思考的缜密和观察的细致。”
马兵说，缜密的思考不但意味着
要抓住在某个情境中最核心的
情绪，还要求作者将相关细节纳
入到写作的素材中，通过细致的
观察描写出来。

除了进行观察和实践，马兵
还建议同学们在平时进行细节
的阅读训练，尽可能扩充阅读
量，建立自己的审美判断力；阅
读经典，了解经典的细节描写的
例子并尝试模仿经典。

“锐精细巧，必疏体统。”马
兵在讲座最后向同学们建议，本
节课的主题是“细节之美”，大家
需要思考的是细节描写的用意
和效果是什么，但也不能为了突
出细节而忽视整体，“作家不能
每时每刻都用大力气，不能每个
片段都过度书写，那样就会破坏
一个作品的部分与整体之间正
常的关系。”

山东省第二届中小学生作
文大赛是由山东省作家协会、
齐鲁传媒集团联合指导，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主办，时代文
学杂志社协办。作为本届大赛
的一个精彩环节，齐鲁晚报联
合跟谁学特别推出系列线上写
作公开课，邀请大学教授、一
线教师、知名作家等大咖做客
演播室，围绕不同主题，为学
生分享写作秘笈。

线上写作公开课围绕不同

主题，与学生进行分享交流，借
助名师大家的讲解，让来自全省
的中小学生，找到通往写作世界
大门的钥匙，再化成笔下的文
字。截至目前，线上写作公开课
共进行了七讲，受到家长、学生
的关注和好评。

山东省第二届中小学生作
文大赛由“跟谁学”冠名，临
沂国华新城·鲁商国际广场提
供特别支持。“跟谁学”是中国在
美国上市的K12在线教育机构，
主要业务为K12在线课外辅导培
训以及成人在线课程培训,曾荣
获“福布斯2015中国成长最快
科技公司”称号。2019年成功
登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旗
下有跟谁学、高途课堂、成蹊
商学院、金囿学堂、微师等产
品。

本报济南8月16日讯(记者
潘世金) 面对中考和高考

的升学压力，怎么确定学习目
标，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新高考来临，如何帮助孩子进
行生涯规划？高考有哪些升学
通道，如何实现低分高就？面对
正值青春期的学生，如何建立
良好的亲子关系？

为帮助更多初中生、高中
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找到
适合自身的成长、成才之路，8
月23日，齐鲁晚报联合耘智愿
教育集团，举办“2020年名师学
魁经验传承暨家庭教育分享
会”，围绕学习方法培养、生涯
规划指导、高考升学通道、亲子
关系等主题进行现场分享。

活动现场将邀请清华大学
学生李宣成、北京大学蒋疏桐、
山东大学赵蓝琦、哈尔滨工业
大学(威海分校)李悦含等优秀
学子，现场分享自己的“成长秘
笈”，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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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内容，为学生答疑解惑。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
会教育的基础，为了满足更多

家长需求,帮助学生做好职业
规划，此次分享会还将邀请山
东大学教授龙和平担任主讲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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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是学生成功的基
石，如何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优秀家长代表还将现场分享自
己的教育经验，从不同角度为
家长们答疑解惑。

23日上午，来分享会现场聆听“成长秘笈”

清华学子、大学教授现场开讲
大学教授、一线名师为学生上“作文课”

山大文学院副院长马兵讲述细节之美

扫描专题二维码观看写作公开课

活动时间:8月23日(周日)8点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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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电话:
0531——— 85193050
18560203293(杨老师)
18515379888(梁老师)

名额有限 ,
请扫描左方
二维码提前
报名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