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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开发区第二高级中学全面封顶
2021年秋季新学期正式投用，可容纳3000名学生就学

烟大举行2021年新年音乐会
原创舞剧《地雷战》同时上演

“十三五”期间，烟台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117 . 4%
普惠率达到92 . 14%，高出省定80%目标12个百分点，比2015年提高18个百分点

本报烟台12月28日讯(记者
李楠楠) 12月25日上午，烟台开
发区举行第二高级中学建设项目
封顶仪式。

据悉，烟台开发区第二高级
中学位于长江路以南、湘潭路以
西，总投资4 . 2亿元，占地面积约
7 . 6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 . 88
万平方米，设置60个教学班，可容
纳3000名学生就学，综合教学楼、
学术报告厅、学生餐厅、风雨操场
等一应俱全，紧盯“泰山杯”工程
质量标准，构建多样化、开放式、
复合型的活力校园，最大限度满
足学生全面发展需求。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的
严峻复杂形势，烟台开发区工委
管委强化部署、统筹推进，教育、
建设、业达城发集团等部门单位
齐心协作、攻坚克难，经过146天
的艰苦奋战，烟台开发区第二高
级中学主体建筑全面封顶，标志

着第一阶段施工圆满完成，为
2021年秋季新学期建成投用提供
坚实保障。

2020年除第二高级中学项目
外，烟台开发区正加快推进新第
四初级中学、启明学校、第十三小
学、澎湖山庄小学、北屯小学以及
第五小学扩建项目建设，更好满
足广大群众学有优教的民生需
求，推动开发区教育事业更有温
度、更具品质、更高质量。

其中，新第四初级中学位于
沈海高速以北、泰山路以东，占地
面积约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3 . 2万平方米，设置40个教学班，
可容纳2000名学生就学，2021年
建成。

启明学校位于沈海高速以
北、泰山路以东，占地面积约2 . 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 . 4万平方
米，设置30个教学班，可容纳180
名特殊学生就学，2021年建成。

第十三小学位于乐山路以
东、柳子河路以南，占地面积约
2 . 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 . 5万
平方米，设置30个教学班，可容纳
1350名学生就学。目前，第十三小
学项目已竣工，2021年秋季新学
期投用。

澎湖山庄小学位于岷山路以
东、长江路以南，占地面积约1 . 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
米，设置20个教学班，可容纳900
名学生就学。目前，澎湖山庄小学
已完成主体框架，2021年秋季新
学期建成投

北屯小学位于扬子江路以
南、奇山路以东，占地面积约2 . 2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 . 5万平方
米，设置30个教学班，可容纳1350
名学生就学。目前，北屯小学完成
主体框架30%，2021年秋季新学
期建成投用。

第五小学扩建项目位于舟山

路以西、北京南路以北，第五小学
院内，扩建教学楼面积约5300平
方米，可增加10个教学班，容纳

450名学生就学。目前，第五小学
扩建项目主体施工完成，2021年
秋季新学期建成投用。

本报烟台12月28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亓健生)
近日，烟台大学原创舞剧《地

雷战》暨2021年新年音乐会在
烟台胶东剧院上演。

本场演出分为上下半场，
上半场为原创舞剧《地雷战》。
由烟台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师生
主创及演出。该剧通过海阳大
秧歌等多种音乐舞蹈表达形
式，生动展现了地雷战这段耳
熟能详的胶东抗战故事，深情
讴歌了胶东儿女英勇无畏的爱
国主义精神。随着剧情的发展，
音乐与舞蹈演员的表演时而舒
缓深情、时而紧张刺激，时而轻
松诙谐、时而磅礴大气，让台下
观众的心绪重新回到那段激情
燃烧的岁月。

据悉，该剧的创作得到海
阳市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拨付专项资金予以资助并提供
了丰富的史料素材与故事线
索。创作团队多次深入海阳有
关红色教育基地考察采风，寻
找创作灵感并大量收集与之相
关的历史资料、民间故事和文
艺作品。

下半场，烟台大学音乐舞
蹈学院的师生们通过管弦交响
乐、女生合唱、钢琴独奏、鼓乐
合奏、男女声独唱和多重唱、琵
琶阮重奏等多种音乐表现形
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充
满家国情怀的新年音乐会。

一曲磅礴的《红旗颂》，将
观众带回到开国大典的激动
时刻；一首欢快的《北京喜讯
到边寨》，表达了人民大众的
喜悦心情；钢琴独奏《山东风
俗组曲》，展现了富有特色的
山东民间音乐元素；绛州鼓乐
合奏《滚核桃》，尽情地抒发了
农民欢庆大丰收的幸福心情；
学生原创合唱作品《一线》，用
歌声献给所有义无反顾的战
疫英雄们；“指玲珑”弹拨乐团
带来的琵琶、阮重奏《美丽中
国乐曲联奏》，展现中华传统
音韵之美……最后，新年音乐
会在四重唱《壮丽航程》的嘹
亮歌声中落下帷幕。

自2015年以来，烟台大学
已连续举办6年新年音乐会。通
过观赏一场由本校师生带来的
音乐盛宴迎接新年的到来，已

成为烟大师生辞旧迎新的“文
化传统”。而今年，烟台大学新
年音乐会不仅加入了原创红色
舞剧，还首次走出校园，选择在
烟台的胶东剧院演出，更是体
现了学校对于充分挖掘胶东丰
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让广大师
生成为胶东红色文化与革命精
神的传承人与传播者的高度重
视和大力支持。

近年来，烟台大学着力打
造的“热血胶东·红色育人”系
列活动，正通过大学生宣讲会、
红色音乐传唱会、原创红色舞
剧表演等多种形式，走近师生、
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日益成为
烟台大学擦亮立德树人底色，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胶东
红色基因，服务文明城市创建
的重要品牌。

本报烟台12月28日讯 (记
者 李楠楠 实习生 孙婷)

近日，烟台市举行“‘十三
五’成就巡礼”主题系列新闻
发布会，其中教育高质量发展
专场重点发布烟台市“十三
五”时期教育高质量发展情
况。记者从会上获悉，“十三
五”期间，烟台市学前三年毛
入园率达到117 . 4%，高出省定
90%的目标27个百分点。

会上，中共烟台市委教育
工委常务副书记、烟台市教育
局党组书记、局长蔡润圃通报
烟台市“十三五”时期教育高质
量发展情况。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烟
台市委、市政府加大教育投入
力度，先后实施消除大班额工

程、高中阶段普及攻坚计划、义
务教育薄弱环节提升工程等民
生工程，累计投入资金101 . 84
亿元，新增学位16 . 5万个，办学
条件持续改善。

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164处，整治居住区配套幼儿园
192处，完成率100%，新增普惠
幼儿学位6 . 5万个。学前三年毛
入园率达到117 . 4%，高出省定
9 0%的目标 2 7个百分点，比
2015年提高21个百分点；普惠
率达到92 . 14%，高出省定80%
目标12个百分点，比2015年提
高18个百分点。

实施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
计划，新建1所特殊教育学校、
15个特殊教育资源中心、107处

普通学校资源教室，残疾儿童
少 年 义 务 教 育 入 学 率 达 到
100%。进一步完善各学段生均
公用经费拨款制度，公办幼儿
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每生每
年710元，小学每生每年710元，
初中每生每年910元，普通高中
每生每年1000元，特教学校每
生每年从6000元提高到8000
元。

保障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学生1 . 5万余人次，每年发放
各类政策性资助资金约 3亿
元，覆盖学生10万余人，没有
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
失学。

建立健全学校校级、年级、
班级三级家委会，规范家长委
员会工作机制。重视和加强家

长学校建设，重视对家长育儿
知识和方法教育，市县两级共
举办家庭教育讲座500余场，线
上听众70余万人次，线下10余
万人次。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稳
步实施。

立足新课标、新教材、新
高考，实施高中教学质量提升

“七大工程”。评选建设37个市
级普通高中学科基地，建成高
中学业诊断全过程、全样本、
全学科动态网络数据中心，助
力高中精准教学、精准教研、
选课走班。疫情防控科学精
准，做到停课不停学、不停教、
不停研，充分用好强基计划，
切实加强奥赛辅导，高考上线
率和优生培养数连续多年在
全省领先。

烟台职业学院获
省赛“会计技能”赛项一等奖

近日，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会计技能”赛项比赛落幕，烟台职
业学院获一等奖第一名。

“会计技能”大赛分为财务会计和管
理会计两项，重点考察参赛选手的专业
实践能力。备赛期间，指导老师悉心指
导，制定合理的备赛方案。比赛过程中，
四位选手从容应对，稳定发挥，取得第一
名的好成绩。

烟台职业学院不断深化教学改革，
将日常教学与技能大赛紧密结合，以赛
促学，以赛促教，有力地提升了学生的职
业素养和技术技能水平，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宋海容

牟平一中高三级部举行
期中表彰暨高考宣誓大会
近日，牟平一中高三级部“期中考试

表彰暨冲刺高考宣誓大会”在学校礼堂
举行。高三全体师生及家长代表参加了
大会。

会上，学校工会主席、高三级部主任
杜成本，一区主任陈光万，二区主任于建
乐为学习之星、进步之星、奥赛获奖者及
优胜班级颁奖。学生代表邱思源、教师代
表孙树秋、家长代表曲蕃宁分别作了发
言。

会议临近尾声，声势浩大的集体宣
誓将大会推向高潮。同学们用最高亢、最
激昂的声音，喊出奋战高三的决心，喊出
了决胜高考的激情，激发了他们内心饱
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王静

烟台市中英文学校初四级部
举行冬学竞赛教学质量分析会

为了客观公正地分析教学情况，发
现问题、找出差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以便形成良好的教学氛围，近日烟台市
中英文学校初四级部在冬学竞赛之后，
召开了教学质量分析会。

会上要求级部全员抓准教育教学方
向，分层教学，精研考点，精选训练，规范
答题抓落实，保证高效教学；要求全员通
力合作，切实关心学生身心成长，促进学
生学习进步，保证初四学生以最优异的
成绩升学。

本次教学质量分析会，让与会教师
找出了与优秀者的差距，明确了工作方
向。今后的教学，我们能有的放矢，对症
下药，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提高教学水
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庞松鹏

烟台开发区举行第二高级中学建设项目封顶仪式现场。

新年音乐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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