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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高考资格审查日程过半，结果短信通知
提醒：资格审核后别忘记网上缴费

缬

审核通过考生无需到现场

资格审核后别忘了网上缴费
根据日程安排，山东2023年高考报
名分为三个阶段：网上填报信息、资格审
核、网上确认并缴费。目前正在进行的是
资格审核。资格审核完成后进入确认缴
费环节。
我省2023年春、夏季高考确认缴费
均于2022 年12 月1 日至5 日( 每天9:00 —
18:00)进行。对春季高考生而言，缴纳报
名费、春季高考技能测试费用。春季高考
知识考试费用2023年4月中下旬缴纳，具
体时间另行通知。对夏季高考生而言，缴
纳报名费、外语听力考试费、体育专业测
试费和艺术类专业统考费，其他考试费
在考生进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
科目选报时一并缴纳。据了解，我省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科目选报拟于
2023年4月进行，具体安排及要求另行通
知。
仅参加单考单招考试，而不参加夏
季高考统一考试的考生，仅缴纳报名费，
无需缴纳考试费。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
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免
缴上述费用，具体以山东省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提供名单为准。

现场审核需携带相关证明材料
未通过网上资格审核的考生，需按
照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参加现场审核。
参加现场审核时需携带相关证明材料。
往届生须提供考生身份证、户口本、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证原件和复印
件。应届生须提供考生身份证、户口本、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提供学籍证明(一信
两章：学校章、所属教育局学籍章)。具有
我省户籍的在省外就读普通高中的应届
生报考夏季高考，未参加山东省学业水
平考试的考生，还须持就读高中所在省
份省级教育部门出具的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成绩证明。其他高中阶段学校的
考生提供学校录取简明登记表(复印自
己所在页、注明学制并加盖学校章及学
校行政主管部门章)。
复印件内容包括户口本首页、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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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
专业统考笔试科目将于2022年12月11日
举行，现场面试(含现场录制)科目将于
12月15日开始。鉴于当前疫情形势严峻
复杂，为保障考生的生命安全与身体
健康，确保如期正常参加考试，山东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近日发布通知，提醒
考生及早准备，
尽快返回报考地。
所有目前在省外的考生应尽快返
回省内。参加笔试科目的考生应尽快
返回报名所在地，参加面试科目的考
生要尽量提早到达主考院校所在地。
请考生随时关注出发地及目的地疫情
防控政策要求，提前谋划、合理安排行
程，尽快返回，以免耽误考试。
做好个人健康防护。考生要选乘
合适的交通工具返回，途中严格按照
防疫要求做好个人防护。按照要求做
好考前连续7天体温及健康状况监测。
考试前，考生及共同居住者尽量减少
跨区域流动，不到疫情高风险地区，主
动减少人员聚集，避免与疫情风险区
的人员接触。
准确、及时填报个人防疫信息。山
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发布《致艺术
类专业统考考生一封信》等公告信息，
请考生密切关注，按要求准确、及时填
报个人防疫信息。如因虚假填报信息
造成疫情传播，有关部门将严肃追责。
考生务必保持高考报名时填报的手机
号码畅通，如有突发特殊情况，要及时
向报名所在地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或主
考院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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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自2022年高考报名开始实行网
上资格审核，今年是第二年。春、夏季高
考的资格审核时间均为2022年11月16日
至30 日 。目 前 审 核 日 程 已 过 半 ，部 分 县
(区)资格审核已经完成。
山东高考报名网上资格审核包括确
认身份、审核报考资格等。通过公安部门
信息比对确认考生身份后，由县级招生
考试机构审核考生网上填报的学籍、户
籍等信息。审核期间，考生报名审核结果
将通过短信推送给考生。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提醒考生及时关注个人手机短信。
审核通过的考生不需要再到现场进行资
格审核。因材料不齐全、不清晰或有疑义
等原因造成审核不通过的考生，须根据
报名所在地县级招生考试机构的通知到
现场进行审核。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不少考生已
经收到短信提醒。通过审核的考生在短
信中被告知网上资格审核已合格，请按
时缴纳报名费及相关费用。未通过资格
审核的考生则被提醒按照指定时间，携
带相关证件资料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资
格确认。尚未收到短信的考生请耐心等
候。各地确认提醒请登录当地招考中心
官网查看相关公告。
以济南市历下区为例，
济南市历下区

页、索引页( 全家页) 及二代身份证正反
面，往届生还需毕业证复印件。特殊考生
审核参见《关于做好山东省2023年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的网上审核时间为11月16日—27日。
历下
27日下午请注意查
区招考中心提醒考生，
看手机短信，查看审核结果。未通过网上
审核的考生需要到现场审核并补交材料。
11月28日—11月29
历下区现场审核时间：
13:30—16:30；
11月30日8:
日8:30—11:30，
30—11:30。现场审核地址：历下区教体局
(历下区文化东路44号)。据介绍，济南市
历下区的现场审核可以代办，不过，现场
审核前须仔细阅读短信中的防疫要求。
各
区现场审核时间及防疫要求以当地招考
中心实际公布为准。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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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2023年高考资格确认日程过半，你收到审核通过短信了吗？
11月9日，山东2023年高考报名拉开大幕。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二阶段——
— 资格审核环节。根据日
程安排，我省2023年春、夏季高考资格审核均于2022年11月16日至30日期间进行，目前审核日程已过
半。今年我省继续采用网上资格审核模式。审核期间，考生报名审核结果将通过短信推送给考生，请及
时关注个人手机短信。
漤漤

艺
考
统
考
生

请
尽
快
返
回
报
考
地

持续七年，师生寻遍山东古桥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千桥计划”，给山东古桥“建档”
在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对古桥文化的关注
为 这 个 工 科 学 校 增 添 了 一 些 人 文 气 息 。今 年7
月，中国古桥研究会为齐鲁古桥研究中心授牌，
这里也成为中国北方仅有的两个古桥研究中心
之一。师生一起参与，让古桥文化在学校扎根，
而这一切则源于七年前开始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的“千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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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通职业学院学生制作的山东古桥卞桥
的桥模。

文/片 记者 尹明亮

数百人次参与，
寻访山东古桥
在山东交通职业学院的齐鲁古桥研究
中心，
一面由古桥照片拼起来的照片墙总能
吸引参观者驻足。中心今年刚落成，墙上的
照片则多数来自学校“千桥计划”师生几年
来实地的探访所获。
“学校对古桥的关注始于2016年，
学生们
出于兴趣，利用假期对家乡古桥进行探访，
发现很多古桥的保护不容乐观，
在师生们的
共同努力下，一个寻访古桥文化、保护山东
古桥的
‘千桥计划’
便开始了。
”
山东交通职业
学院公路与建筑系党总支书记刘芹介绍。
于是在每年的寒暑假，
“寻访古桥”
便成
了学校公路与建筑系很多师生的一个例行
任务。
“说起古桥，
很多人会想起赵州桥、
卢沟
桥或南方的许多桥，
山东的古桥其实也有不
少。
”
王文亮从2018年开始参与
“千桥计划”
并
担任指导老师，
也在暑假亲自带着学生走访
一座座古桥。
翻看着学校今年刚印刷的
《齐鲁古桥风
韵》
画册，
更多山东古桥的影像呈现在面前，
泗水卞桥、
东阿永济桥、
大汶口古石桥、
青州

万年桥……一座座精美古桥讲述着山东的
古桥故事。而在画册的最后，是一个齐鲁古
共有383座。
桥名录，
“这是我们从相关部门的名录中，除去
古码头、铁路桥等建筑后选出来的，留在名
录中的都是解放前的古桥，几年下来，师生
们多数都已经寻访过。
”
王文亮说。
一年又一年，
许多参与过寻访古桥的学
生毕业，又有新的学生参与进来，先后参与
过的师生已经有数百人次。
“成果也远不止墙上的照片和这本画
册。
”
王文亮说，
几年来，
师生寻访古桥的资料
基本都保存在他的电脑和硬盘里，
光照片就
有30多个G。

寻桥路上，
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
2022年国庆假期，
“千桥计划”
开展了最
近的一次古桥寻访活动，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
术专业的大二学生汪志泉第一次成为志愿
者，带着任务回到老家沂南，再度寻访信量
桥。
“虽就在老家，但第一次见到这座始建
于唐朝的古桥，还是被它惊艳到了，石桥低
调、
古朴，
但桥体上雕刻精美的龙头、
龙尾，
似
乎在讲述着它经历的历史沉浮。
”
汪志泉说，

当与当地老人聊起关于古桥的故事时，
越发
感受到古桥身上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文化。
在办公室，
与王文亮坐对面的傅森也曾
2019年
作为带队老师亲自探访过不少古桥。
暑假，
他自己驱车，
沿着胶莱河，
一座一座地
寻找名录上的古桥。
“并不是每座古桥都那么制作精美，但
每一座桥都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
傅森说，
寻访过程中，
他对平度大王桥的印象尤为深
刻。
那座相传是程咬金占山为王时所建的石
桥不过是村头一座不起眼的小石桥，
但这一
座小石桥便是那个因桥得名的村子的文化
寄托。
但在古桥寻访过程中，还有许多遗憾。
随着河道变迁，
如今山东很多古桥隐于荒郊
野外、
沟壑之间，
甚难寻觅，
也因此，
很多古桥
的保护不容乐观。
“同样是在胶莱河上，
多方打听、
费尽周
折终于找到清水河桥时，
它已变成路边的一
堆青石，
已经被拆多年，
再过几年，
或许知道
那里曾有座古桥的人都没多少了。
”
傅森说。
王文亮也有类似的经历。
“ 第一次走访
永固桥，
从桥上路过时，
看不到桥的样子，
经
过打听，才知桥就是脚下的那段土路，拨开
旁边杂草，深入沟底，才发现桥的另一侧几

乎被生活垃圾填埋起来了。
”
王文亮说。

用专业力量，
传承古桥技艺
多年寻访后，传承古桥文化，为古桥保
护做出一份贡献，
学校师生也开始采取更实
质的行动。
齐斌是“千桥计划”社会实践团队现在
的指导老师，除了安排寻访，他还带着系里
的桥模协会进行着古桥的
“复制”
“
。把探访与
动手结合起来，在制作中，传承和了解古桥
的技艺。
”
齐斌说。
在学校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测绘
老师李连军的电脑里，
几个古桥的三维模型
已经完成，
这是他带着学生从今年暑假开始
开展的项目。
利用近景摄影测量技术以及三
维激光扫描仪等技术手段，
为古桥建立详细
的电子档案。
“第一批做了淄川六龙桥、
通济桥等6座
古桥的三维建模，每座桥拍的照片有上千
张，
这样通过技术手段将古桥风貌完整保存
下来，建立起山东古桥数字桥谱，即可用于
教学，
也为古桥以后的修复与保护保留了详
细数据。
”
李建军说。
在齐鲁古桥研究中心，除了《齐鲁古桥
风韵》
画册，
齐鲁古桥研究中心主任、
山东交
通职业学院院长王心还带领师生将收藏的
桥梁首日封和中国古桥研究的专著分别收
录成
《桥梁封情》
《古桥专著选编》
，
也为开展
古桥保护研究、融入专业教学、开设相关课
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每一座古桥都是当时的科技与文化的
载体，
记录着那个时代的经济生活以及建造
技艺，师生们寻访的不单单是一座桥，也是
一段历史与文化，
一种技艺与匠造精神。
”
荣
文涛是学校齐鲁古桥营造技艺传承创新平
台的负责人，
他所筹备的京杭大运河古桥技
艺保护传承计划也准备开始实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