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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山东夏季高考外语听力考试结束

烟台考生反映题不难有望得满分

2021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1月14日起报名
考试日期为3月13日，各科目考试时间为120分钟，全部为纸笔考试

烟大、鲁大等高校迎来寒假时间
倡导广大师生减少外出，不扎堆、不聚集，尽量不离开居住地

烟台一中学子荣获
全国化学奥赛一等奖

日前，记者从烟台一中获悉，烟台一
中学子参加第34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竞
赛初赛获得一等奖，又在决赛暨冬令营中
喜获国家级铜牌，实现了新的历史性突
破。烟台一中成为烟台市唯一一所连续五
年获得化学奥赛国家级一等奖的学校。

据介绍，在今年的第34届中国化学
奥林匹克竞赛(初赛)中，烟台一中高三
年级赵孜硕、赵泮林两名同学喜获一等
奖。在第34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决
赛)中，赵孜硕同学再接再厉，以优异成
绩夺得铜牌，实现了化学奥赛国家级奖
牌的重大突破。

据了解，今年的化学奥赛决赛与往年
不同。以往都是理论考加做实验，今年首
次实施两场理论测试，没有实验环节。上
午4小时理论，下午3小时理论，强度很大，
对学生基本功、硬实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姜景阳

烟台市中英文学校复习部
召开冬学竞赛动员大会

日前，烟台市中英文学校复习部召开
优秀进步表彰、经验交流暨冬学竞赛动员
大会。

会议对各班级优秀学生以及进步学
生进行了表彰，并请戴秀晨、胡鹏飞、刘
赫、宋浩楠、王子丹、姜雨婷等6名优秀学
生代表作典型发言。几位同学从学习方法
的角度与同学们进行了详细地交流。

会议最后，复习部刘主任做了总结发
言，他深情地寄语复习班全体同学：“复读
很苦，但我们坚信，在高考的这条路上，只
要我们坚定地走下去，花儿终会盛开，我
们终会找到我们想要的美好与灿烂，我们
终会遇见更优秀的我们。”

纵使道阻且长，我亦逆流而上。相信
复习班的孩子也一定有这样的气魄与雄
心，想要拥有，就要付出，为了六月的信心
满满、七月的金榜题名，时不我诗，只争朝
夕，乘风破浪，开拓未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庞松鹏

牟平一中
何永安名师工作室成立

日前，烟台名师名校长名班主任工作
室启动仪式在烟台市开发区顺利举行。作
为高中七个名师工作室之一的数学学科
何永安名师工作室在牟平一中成立。

据悉，牟平一中数学组共有58名在职
教师，是一支年龄结构合理且战斗力强的
队伍。其中，高级教师16名，一级教师17
名，已取得研究生学历的8名，在读研究生
2名。作为学校的优势学科，在学科带头人
何永安副校长的带领下，数学组成绩斐
然。经过不断地探索，牟平一中的数学课
堂模式由原来的应试型转变为能力型，单
元主题教学模式持续推进，课堂教学改革
已然走在了烟台市前列。

何永安名师工作室邀请了济南市教
科院安学保、烟台市教科院翟雷厚担任
顾问，汇集各校数学精英、骨干；成员包
括烟台一中王贵江老师、蓬莱一中孙旭
峰老师、招远一中姜志武老师、海阳中英
文李德强老师、烟台二中张茜老师、烟台
三中陈菊芬老师、莱州一中戚建光老师。

工作室将充分发挥名师引领的示
范作用，组织示范课、专题讲座、教学研
讨、精品课程建设，通过“请进来、走出
去”相结合的学习交流方式，以课题研
究为载体，结合新课程改革的热点问
题，全面提升教学、理论、科研水平，引
领教师的专业成长，服务学校的教育教
学，带动烟台区域的数学发展，让更多
的学生享受到最优质的教育，助力他们
的终身发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王丽娟

本报烟台1月11日讯(记者
李楠楠) 2021年山东夏季

高考外语听力考试1月8日举
行，今年烟台共有3万余名考
生参加考试。上午考完后，很
多考生反映题目不难，满分没
问题。

据了解，本次考试烟台市
参加考试人数为31062人。由
于考前15分钟即禁止入场，考
生大都提前赶到了考点。

各考点将在封闭区入口
和考场入口进行两次安检，考
生应自觉配合接受检查。除规
定的证件及必需的考试用具
和防护用品外，严禁携带手
表、手机、电子设备、书包、资
料等非必需物品进入封闭区。
考生排队有序入场和离场，与
他人保持安全距离；低风险地
区的考生在进入考场前要全
程佩戴口罩，在考试过程中可
自主决定是否佩戴。非低风险
地区或备用隔离考场的考生
要全程佩戴口罩。

外语听力考试考前15分钟

后禁止考生入场，第一次听力
考试8：45后迟到考生不允许进
入考场参加本次考试，第二次
听力考试9：40后迟到考生不允
许进入考场考试。若考生第一
次听力考试迟到，只能于第一
次听力考试结束后至9：40，经
两次安检方可入场参加第二次
听力考试。两次听力考试间隔
期间，考生不得离开考场。

“学校做了充足的准备。”
烟台市中英文学校高三英语教
研组长李爱景说，“进入12月开
始专题训练，专题专练；最后这
几个周开始全真模拟训练，像
高考听力一样连续听两套试
题，锻炼学生的耐力。去年听力
考试较为简单，不少同学得了
满分，考虑到今年难度可能增
加，我们前期训练的时候，试题
难度比高考真题要难一些，语
速也加快了，全真模拟考试时
回归真题，从备考情况看，学生
的状态挺好，自信满满。听力考
试是今年高考第一站，全力备
考就是希望取得开门红。”

8日上午，外语听力考试
结束，考生们陆续走出考点。

“学生反映难度和去年差不
多，学生感觉很好，很多学生
说听力满分30分没问题！”烟
台市中英文学校高三毕业班
负责人刘会强告诉记者。

据悉，不同于过去的高
考，为避免6月份天气对外语
听力考试的影响，从2020年开

始，山东省新高考将外语科目
考试分为听力和笔试两次进
行，听力部分安排在高三上学
期期末进行，笔试部分则仍然
放在每年6月份进行。其中听
力部分有两次考试机会，两次
考试时间间隔约为20分钟，考
生外语高考的总成绩，为两次
听力考试的最高原始成绩与
笔试的原始成绩之和。

本报烟台1月11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于冰)

记者从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获悉，2021年上半年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笔试)1月14日
开始报名。

报名流程分为考生个人网上
报名、网上确认、网上缴费3个步
骤。网上报名时间：2021年1月14
日至17日16：00，逾期不再接受考
生补报。网上确认时间：2021年1
月15日至18日16：00；通过确认的
考生于2021年1月19日24：00前，登
录报名系统按照提示进行网上缴
费，支付成功后即为报名完成。

报考幼儿园教师资格，应
当具备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报考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报考初
级中学、高级中学教师以及中

等职业学校文化课、专业课教
师资格，应当具备大学本科及
以上学历；报考中等职业学校实
习指导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
职业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并应
当具有相当助理工程师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以上工人
技术等级。符合上述相应学历层
次的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3年级
(含)以上在读学生及应届毕业
生可报考。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
3年级(含)以上在读学生是指普
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读3年级及
以上专科、本科学生和普通高等
学校全日制在读专升本本科生、
研究生。其中，初中入学的“3+4”
本科生，“三二连读”和“五年一
贯制”专科生的年级按转段高等
教育后即注册高等教育学籍后
起算。其他在读生不能报考。

考试日期为2021年3月13
日，各科目考试时间为120分
钟，全部为纸笔考试。具体时
间安排如下：

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学科
知识与教学能力对应教育部课
程标准中相应层次学校课程。
按教育部考试中心总体部署，
初级中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科目分为语文、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历史、地理、思想品德、
英语、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
信息技术、历史与社会、科学15
个学科;高级中学学科知识与教
学能力科目分为语文、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思想
政治、英语、音乐、美术、体育与
健康、信息技术、通用技术14个
学科。其他学科暂不开考。

报考中等职业学校专业

课教师、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
导教师资格人员，参加高级中
学教师资格考试科目一和科
目二的考试，其科目三(学科
知识与教学能力科目)的考试
纳入面试环节进行考察。

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
职文化课类别“心理健康教
育”“日语”“俄语”学科笔试仅
开考科目一和科目二，其科目
三(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科目)
结合面试一并考核。

笔试成绩查询开放日期为
2021年4月15日，考生可通过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http://
ntce.neea.edu.cn)进行笔试成绩查
询。考生如对本人的考试成绩有
异议，可在考试成绩公布后10个
工作日内向本市(区、县)教师资
格考试机构提出复核申请。

本报烟台1月11日讯(记者
李楠楠) 进入1月，烟台高

校迎来寒假时间。目前，烟台
大学、鲁东大学已经放寒假，
学校倡导广大师生在假期中
要减少不必要外出，尽量不离
开居住地，不扎堆、不聚集。

日前，烟台大学发布2021
年寒假放假安排：放假时间为
2021年1月11日至2月28日。2
月27日、28日学生报到注册，3
月1日正式上课。根据工作需
要，各学院、部处室，各直属单
位的行政人员1月11日、12日，
2月24日、25日正常上班。根据
疫情防控形势和上级部门有
关要求，学生报到和教职工上
班日期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今年鲁东大学学生寒假
时间调整为2021年1月7日—2
月28日，全体学生于2021年1
月7日前按照错时错峰原则，
分批次有序放假离校。教职工
寒假时间为2021年1月9日—2
月26日。2021年3月1日正式上
课。2021年2月27日一、二年级
本专科生和全体研究生报到，
2021年2月28日三、四年级本
专科生报到，原则上不得提前

返校。全体教职工于2021年2
月27日到岗，2月27日、28日
(周六、周日)上班。如遇特殊情
况，开学时间另行通知。

鲁大为做好校园疫情防
控工作，方便学生安全离校回
家，与烟台公交集团、烟台交
运集团协商，于1月3日至7日
开通“暖心公交”临时专线，为
同学们离校提供“点对点”送
站服务。“暖心公交”临时专线
提供发往烟台站、烟台汽车总
站、烟台南站和烟台机场方向
的“点对点”送站服务，临时公
交场站设在学生公寓楼前，流
水发车，一票直达。临时专线
开通既为广大学生平安、顺利
离校提供了便捷服务，也有效
避免了学生自行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面临的病毒接触风险，
得到了广大学生一致好评。

据了解，今年受疫情影
响，临近中秋、国庆之时，省内
高校纷纷对“双节假期”进行
了调整，选择不放假或者只给
学生一天的短暂休息时间。部
分缩短双节假期的高校将中
秋、国庆节等部分节假日调整
到了寒假，鲁东大学基本属于

这种情况。
除此之外，烟大文经学院

也是从1月11日开始放寒假，具
体时间为2021年1月11日—2月
28日，2月27日、28日在校学生
报到注册，3月1日(星期一)正
式上课。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寒假期间烟大校园实行
相对封闭管理，师生员工入校
一律检测体温，外来人员入校
一律核验身份、实名登记、检
测体温+健康绿码，校外无关
人员一律不准入校。对师生信
息进行全面摸排，分类建立留
校和离校师生信息台账，坚持

“日报告零报告”制度，持续跟
踪掌握师生健康状况，精准掌
握师生寒假期间外出情况，确
保师生行程可追踪、健康可监
测。加强对重点人员信息摸排
检测管控工作，坚持“一人一
档”健康信息台账，遇突发事
件按程序及时处置上报。

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广大师生要减少不必要外出，
尽量不离开居住地，避免到境
外和国内中、高风险等疫情重
点地区，要时刻注意个人防护，
保持好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
不扎堆、不聚集的良好习惯。

鲁大开通“暖心公交”临时专线，为同学们离校提供“点对点”送站服务。

听力考试结束后，考生陆续走出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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