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高档野生即食
刺参：6-8年壮年参，肥
美新鲜，买3斤送3斤，6
斤只需9 9 9元。本周特
惠“买6斤送8斤”，14斤
只需1998元。

2、长岛野生即食
“参王”：个大刺好，8年壮
年参，纯天然、肉厚、口感
佳，市场价550元/斤，现
买2斤送2斤，4斤1100元。
本周特惠“买4斤送5斤”，
9斤只需1996元。

3、长岛野生淡干
海参 :6年以上壮年参，
刺好肉厚涨发高，特惠
买1送1。

4、高档沂蒙山野
生成熟蜂蜜：纯天然，
香甜可口，无添加不勾
兑，本周特惠买5斤送5
斤，10斤仅299元。

电话：400-848-7677
(各地免费送货)
地址：济南制锦市街31
号瑞品堂 (五龙潭西门
北200米，13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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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京台高速公路泰安至枣

庄(鲁苏界)段改扩建工程需要,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山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

例》等法律法规，综合专家评审意

见与工程实际进展，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高速公路运营管理部门

联合决定临时封闭G3京台高速公

路枣庄收费站北京方向出口，通告

如下：

一、封闭时间
2021年1月25日18:00至2021

年1月27日18:00。
二、封闭范围

枣庄收费站北京方向出口临

时封闭。

三、绕行建议

原计划自枣庄收费站驶出G3
京台高速北京方向的车辆，可经由
G3京台高速峄城收费站(枣庄收

费站以南26公里)、G3京台高速滕

州南收费站(枣庄收费站以北约21
公里)驶出绕行，或经G3京台高速
K639转S38岚曹高速至新城收费

站(枣庄收费站以南约20公里)驶
出绕行。

四、其他事项
1 .请广大驾乘人员提前做好

出行规划，合理安排路线。
2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违反交通管

制规定的驾驶员进行处罚。
3 .若封闭方案发生变动，将另

行发布相关信息。

枣庄市公安局高速公路

交通警察支队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枣庄运管中心

二O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关于封闭G3京台高速公路
枣庄收费站北京方向出口的通告

济南市济阳区垛石街道
开展垃圾有奖收集活动

2021年新年伊始，垛石街道
组织环卫所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
到村开展垃圾收集活动，活动现场气
氛热烈，各村村民踊跃参与。

有害垃圾大件垃圾收集活动
已列入垛石街道常态化工作清
单。为此，垛石街道采取有奖收集
目的在于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
性，引导村民正确分类投放生活
垃圾，并通过公示收集电话、定期
开展大件垃圾收集活动，垛石街
道配有两辆大件垃圾收集车，随
时进村入户收集。

活动现场，村民纷纷将家中
积攒的废弃电池、农药瓶、过期药品
等有害垃圾投放至专门垃圾桶
内，现场工作人员对积极参与投
放有害垃圾大件垃圾的村民给予
毛巾、洗衣粉等物质奖励，以鼓励村
民在日常生活中积攒有害垃圾、
大件垃圾，不乱丢混投。(周振华)

客户部：85196192 85196239
专刊策划中心：85193072
汽车事业中心：85196533
房产事业中心：85196379
健康民政新闻事业部：85193749
教育新闻事业部：85196867
财经新闻事业中心：85196145
产经新闻事业中心：85196807
风尚齐鲁全媒体中心：85196380
文旅全媒体中心：85196613
地方事业部：85196188
招聘、分类广告部：85196199
视频中心：82625465
互联网与科技事业部：85196382
大数据运营中心：8519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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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四位少年被西安交大少年班录取

14岁就上大学，他们是啥样的学霸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1月21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
《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等教育
专科升本科考试招生工作的通
知》，明确2021年普通专升本全省
统一考试时间为4月24日、25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
解到，山东省专升本招生对象仍
分为“高校推荐考生”和“自荐考
生”两种类型。其中，高校推荐考生
和自荐考生有不同的升学通道，招
生计划、志愿填报等相对独立，录
取时采取相同的分数线标准。

尤其值得说明的是，要想获
得高校推荐资格，考生在校期间
的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名不低于
同年级、同专业的前40%。此外，
学生参加省级以上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或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
能大赛，要获得三等奖以上成绩。

对于未获得高校推荐资格的
学生，考生可参加招生高校的专
业综合能力测试，通过后可获得
报考该校的资格。专业测试包括
两门考试科目，每门考试科目应
涵盖1—2门专业基础课程，由招
生高校根据本校专业特点和人才
培养要求自主确定。艺术、体育类
专业测试方式以技能测试为主，
其他专业测试方式以笔试为主。

具体到招生计划，分别来看：
高校推荐考生招生计划，根据招
生院校办学基本情况及生源情况
综合确定；而具体到自荐考生招
生计划，对参加专升本统一考试，
达到同学校同专业录取标准的自
荐考生，单独增列招生计划；退役
大学生士兵专升本则实行单列计
划，招生高校及计划安排按照同
专业高校推荐考生录取比例上浮
10%确定，上浮后录取比例不足
40%的，按40%执行；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毕业生专升本专项计划实
施单列计划，招生高校及计划安
排按照同专业高校推荐考生录取
比例上浮10%确定，上浮后录取
比例不足40%的，按40%执行。

省招考院提醒，具有报考资
格的考生（含高校推荐考生、自荐
考生、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考生）于2021年4月6
日至4月9日登录“信息平台”，填报
本人基本信息，同时选报一个与本
人专科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本
科招生专业，并缴纳相关费用。选
报专业一经确定，不得更改。

山东2021年专升本

4月24日起开考
每天制定学习计划表、

用随机数模拟炒股趋势……
近日，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
2021年录取成绩揭晓，济南4
名学生从全国逾2000名优秀
学子中突围而出，榜上有名。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孩子?都有
哪些共同点？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走近这些学生,听他
们讲述成长背后的故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 者 潘世金
实习生 孙金龙 杨泳慧

张泰岩

张澍

原帅

赵李言

笔试难度增加
面试考查综合素质

近日，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
2021年录取成绩揭晓，济南二十
七中学生张澍、济南育文中学学
生赵李言、济微中学学生张泰
岩、济南三十四中学生原帅4位
济南学子，从全国逾2000名优秀
学子中突围而出，榜上有名。

据介绍，入选西安交大“少
年班”的学生，可以免去中考直
接被录取为学校“少年班”大学
生；在预科期间学习成绩合格
者，可以免去高考直接进入西
安交大本科学习，且根据预科
阶段的学习成绩和综合考评选
择大学专业；在大学本科学习期
间达到学校相关要求者，可以免
去研究生入学考试，直接保送为
学校硕士研究生(或长学制博士
研究生)。

今年1月1日，西安交通大学
少年班2021年招生选拔笔试开
考，来自27个省市区551所中学
的逾2000名学子竞争约200个录
取名额。据介绍，今年少年班选
拔由往年的初试、复试两次考试
整合为一次考试，由笔试、综合
素质测试、体能测试、面试四个
模块构成。两考合一的考试，不
仅缩短了考生的备考时间，增加
了考试的内容，而且加大了试题
的难度。

“我做完试卷后也感觉题目
非常难，数学考试中出现了大二
的知识点。”张泰岩说，19日下
午，从老师那里得知，自己以超
录取分数线27 . 5分的优异成绩
被西安交大少年班录取。

赵李言告诉记者，西安交
大少年班面试环节考查学生的
综合素质，分为人文素养、科学
素养、现场辩论和心理素养四个
方面。

每天制作学习时间表
做到今日事今日毕

进入初中后，张澍同学就将
考入少年班作为奋斗目标，每天
都比别人多学一点，初三就已经
学完了高一的数学、化学、物理
课程。一直坚信勤能补拙的他，
日常十分自律很有计划性，日常
要给自己做好规划，做到今日事
今日毕。

对于能够取得如此优异的
成绩，张澍坦言，所谓“天才”多
出于勤奋，做事要持之以恒，不
能半途而废。遇到困难要有钻研
的精神。

“每天老师布置的作业，我
都会制定一个时间计划表，把计
划用时和实际用时写上，每学期
用一个本子来记录自己的学习
时间。”张泰岩说，在自己小学三
四年级时，父母就开始培养自己
每天写时间计划表的习惯，渐渐
地这个习惯就一直持续了下来，
从来没有间断。

除了上学期间制定学习计
划表，张泰岩在寒暑假期间也
用时间表来安排自己的学习和
生活，假期每天用在学习上的
时间要有六七个小时。坚持、有
毅力是班主任卢宝镇对张泰岩
的评价。

原帅在六年级用不到一年
的时间，便已经把初中三年的课
程自学一遍，并且在六年级暑假
就把高中数学突击完了。在此基
础上，原帅还做了近十年各省高
考理科数学考题，成绩多稳定在
130分左右。原帅从初一开始正
式接触高中的语数英理化生课
程，在去年8月底结束的高三省
联考中，刚满14周岁的他高考数
学三百名，物理联考全省800名。
平时他可以给学弟学哥讲他自
修的微积分，现学现考中他可以
做出大二的数学题。

爱好广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在外人看来，14岁的赵李言
是个腼腆的男孩，但是当他说到
自己的学业，可以用开挂来形
容。小小年纪的他在初二就提前
完成初中学业并着手高中数学
物理的研究。

赵李言说，小升初后偶然的
机会让他发现了自己的兴趣
点——— 编程，通过自学探究不断
创造飞跃。在他看来，常见的办
公软件也能当成“编程语言”，用
OpenGL实现3D沙盒游戏，用
TCPSocket实现http协议，用随
机数模拟炒股趋势……目前他
正致力于研究人工智能用C#实
现手写数字识别。他说，学习是
一件好玩的事情，有兴趣的人从
不缺乏创造。

“编程能够把复杂的问题拆
解成可执行的步骤，引导我们一
步步地去解决。”赵李言说，通过
学习编程，也教会了自己用理性
的思维看待问题。

采访中，记者发现几名学霸
不仅成绩优异，爱好还十分广
泛。其中，阅读成为几名学生的
共同爱好。

张澍说，课外时间自己会还
大量阅读课外书籍，并自主进行

课外拓展学习，如计算机编程和
网页设计。生活中，张泰岩最喜
欢阅读，喜欢看《三体》之类的
科幻小说。“在家里我的两个书
架上摆满了书，目前大约有一
千本左右。姥姥姥爷、爸爸妈妈
平常的娱乐也是读书看报，我
看书的习惯都得益于他们的熏
陶。”张泰岩说。除了喜欢阅读，
张泰岩还喜欢玩乐高、电子编
程、3D打印、围棋，在小学就取
得了钢琴十级证书，在初中曾参
加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并获得赛
区一等奖。

家庭环境自由民主
父母给予充分尊重

“在育文中学近9年的学习
和生活，让我感到轻松愉快、获
益良多，我的老师们更是一路悉
心指导、陪伴着我的成长。我的
每一次成长都离不开父母、老师
和学校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赵
李言说，对自己最大帮助的是拥
有胜不骄、败不馁的良好心态，
面对失败不是沮丧不前，而是选
择不懈坚持。在提到家庭的时候
他说，感谢开明民主的家庭氛
围，父母从不拿学业给自己过大
的压力或者以学习为借口让他
停止自己的编程爱好。

“我的名字取自《诗经》里的
‘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张泰岩
告诉记者，自己如今取得的成绩
离不开父母长辈的支持。

“我们对他从小的教育理念
就是讲‘理’。我们从来不用父
母的权威强制性地要求孩子照
大人的意愿做事，而是通过讨
论分析，让孩子知道一件事为
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
在讨论之后，谁的主张有道理
听谁的。”张泰岩的妈妈说。比
如，小学时父母想让他转学到
离家近的学校，但是他喜欢济
微的老师、同学和学习氛围，于
是仍旧留在了济微就读。在使
用电子设备和玩游戏问题上，
张泰岩的父母支持他有和同龄
人一样的爱好，但是对时长进行
适当限制，经过讨论，确定了每
周只玩半个小时的方案，并严格
执行。

“西藏、新疆、黑龙江、内蒙
古、福建……只要有假期，父母
就尽量带我外出旅行，每到一
地，首去的地方一定是当地的
博物馆。”在张泰岩看来，游玩
的过程也是学习知识、浸润文化
的过程。

“今年暑假，我们还计划着
一起去西藏支教。”张泰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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