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与培养的重大改革，
强基计划终于揭开面纱，首批试点36所高校正
式公布2020年招生简章。

5月10日，高校强基计划开始报名。强基
计划首次实施，牵动着千千万万学子和家长的
心。什么样的学生可以报考，强基计划怎么选
拔培养？在高考生紧张备考的冲刺的关键阶
段，如何理性选择？牟平一中高三一班班主任
王洪强建议，强基计划只允许报一所学校，没有
学校取舍的冲突，在“冲高”、“求稳”还是“保底”
的原则上，学生要充分考虑自己的实力，给自己
创造一次冲击一流大学的机会，建议考生先清
楚自己的分数是否够线，将模考成绩及各校提
档线作为参考。

谁能报
综合素质优秀且有突出才能

王洪强介绍，首先要清楚强基计划面向的是
什么样的学生？

强基计划，是教育部开展的招生改革工
作，主要是为了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
学生。强基计划和自主招生还是有一定区别
的，首批参与试点的是36所“双一流A类”高
校，可以说院校档次有所提高。那到底什么样
的学生适合申报强基计划呢，可以分为两类：
（1）高考成绩优秀。可参考 36所院校去年的
投档线分数，自己是否在其投档线分数之上。
在强基计划录取方案中，高考成绩所占比例不
低于85%，也就是说高考成绩过硬，才有可能
入围到申报学校的笔试及面试中。（2）相关学
科领域具有突出才能和表现。破格条件各学

校不同，大多数为相应竞赛奖项，至少为银牌、
国家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各高校在今年强基
计划中投入的招生专业均为历史积淀深厚、学
科实力雄厚、国家人才紧缺的基础学科和关键
领域专业。不少高校在招生简章中也明确，要
建立精准优质的支持服务体系，以学生志趣为
基础，实施因材施教和动态管理。强基计划从
选拔定位、招生专业、报考条件到入围高校考

核方式、录取方式及培养模式等都进行了系统
性重塑。招生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
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

王老师说，如果无法满足以上两个条件，也
不是不能申报，它不会牵扯当下太多精力。但今
年院校申请数量基本都是1所，限报专业数量不
等，如准备报考请谨慎选择，选择实力最相符且
最适合自己的。

怎么选
多维度考核评价，优中选优

根据试点高校的招生简章，要拿到“入场券”
并非易事，考生们需要闯过“统一高考—入围校
测—校测考核”等关卡，经过多维度考核评价。
校测阶段，多数高校设置了笔试、面试以及体能
测试等考核环节。

王洪强介绍，2020年作为山东省新高考的第
一年，牟平一中第一时间认真研究“强基计划”的
招生政策，精准分析，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报名，
研究怎样才能入选。把可以申请报名强基计划的
考生分为两类：一类是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一类
是在全国中学生五项学科竞赛（数学、物理、化学、
生物学、信息学）获得金、银牌（全国一、二等奖）的
学生。无论是哪一类，都需要达到生源省划定的
一本线或特殊类型招生线，这是基准条件。按照

“强基计划”，高考成绩所占比例不得低于85%，这
有力保障了考生学业综合素养的水平。

王老师提醒考生，现在正是高考冲刺的关键
时期，考生不要因强基计划影响复习节奏，强基
计划只允许报名一所学校，没有学校取舍的冲
突，在“冲高”、“求稳”还是“保底”的原则上，学生
要充分考虑自己的实力，给自己创造一次冲击一
流大学的机会，有利于激发学生追求“高、精、尖”
的科研态度；其次报名之后，要等到高考出分之
后学校才会划定入围分数，公布入围名单，此时
考生也知道了自己的高考分数，如果学生发现自
己的高考成绩远超已报名高校的分数线，完全可
以弃考强基计划，后续通过其他批次录取。不必
担心高考考高了却被锁档的情况。而参加了复
试未被录取的考生也不用担心影响后续填报，强

基计划录取在其他批次之前，未被录取的考生可
正常参加本省（区、市）后续各批次志愿录取。

近期报名通过的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中，除
了紧跟老师节奏，还应该多加强强基计划笔试学
科的深度和广度学习，另外，紧张的学习之余，体
育锻炼一定要加强，要对照所报高校的体育测试
项目要求进行强化训练。

怎么报
以模考成绩及各校提档线为参考

考生可以以自己的模考成绩及各校提档线
作为参考。其次，明确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结
合地域选择、城市选择、院校选择、专业选择、后
续发展、就业选择等等全方位进行分析。最后，
结合招生简章及自身情况，筛选出自己的目标院
校进行申报即可。

强基计划不仅聚焦拔尖人才的选拔，更注重
人才的培养。按照“一校一策”的原则，高校对通
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单独制定培养方案，单独
编班，配备一流的师资和学习条件，实行导师制、
小班化等培养模式，探索本-硕-博衔接培养模
式。培养模式对考生来讲都是特别大的福利。在
此建议高三家长和考生，能报名的一定要报名参
加。强基计划作为一种新兴的选拔形式，利好政
策多多，对高考成绩优秀的考生，可以多一次进入
名校的机会，无疑是锦上添花。报考策略建议以
稳为主。一方面，强基计划第一年试点，定位优中
选优；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考生成绩存在诸多不
可控因素。热门大校、专业谨慎评估报考。避免
扎堆。有竞赛学习经历并取得一定奖项的考生，
在校考中有一定优势，可尝试多参与。

YMG记者 李京兰

教育教育08
2020年5月1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凤/美术编辑/曲通春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如何看待“云复试”，记者从考试方案
中得到了答案。驻烟高校滨州医学院在

“云复试”的要求中曾提到，要统一使用“学
信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平台。学校各个
院（系）要还要备选平台，对软件平台的适
用性、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等功能进行
充分评估，对涉考工作人员进行远程面试
系统培训。

目前，一志愿报考滨医的考生复试时
间为5月15日至17日；调剂考生复试时间
为5月20日至6月30日，将分批次进行。

在“云复试”的过程中，学校要求考生

使用独立的复试房间，“灯光明亮、安静、
不逆光”都写进了复试注意事项。考生在
复试过程中，可视范围内不得有与复试相
关参考资料和可视电子屏幕。复试过程
中不得戴耳机，不得用头发或其他饰品遮
挡耳部。

学校在安排中，首选学信网招生远程
面试系统为平台，预计将钉钉软件作为虚
拟候考室平台，并提醒考生提前熟悉平台
功能，熟练平台操作。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亓健生 刘海军 孔宪东 吕海波

网络远程复试，虚拟候考室备考

研究生“云复试”
双机位“上映”

初四毕业班复课后，烟台开发区实验中学初四学生返回久违
的校园，开启新阶段的学习旅程。在学校组织的“云”复课典礼
上，全体同学伴随着激扬的国歌旋律庄严肃立，同升国旗共同宣
誓，用洋溢青春、充满力量的誓言，喊出他们踏实的备考决心。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季桂增 摄

省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名单公布

我市5名教师“上榜”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

“山东省2020年度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人选名单公
示”，确定261名山东省2020年度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
计划人选，烟台5名教师上榜。

根据要求，经学校、县（市、区）和各市教育局推荐，专家网络
评审等程序，确定了261名山东省2020年度乡村优秀青年教师
培养奖励计划人选。记者从公示名单中看到，烟台有5名教师入
选，他们分别是海阳市郭城镇第二小学宋倩、烟台市牟平区玉林
店镇中心小学张蕾、蓬莱市北沟镇学区中心学校（西城小学）杨
鹏、莱阳市沈家初级中学刘瀚阳、莱阳市岚子初级中学王椿惠。
目前已进入公示期，公示时间为2020年5月11日至5月15日。

首批试点“强基计划”招生，哪些学生可报考？
高三老师建议：将模考成绩及各校提档线作为报名参考

烟台护士学校举行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

致敬护士队伍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员 宋林）今年是南丁

格尔诞辰200周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2020年定为“国际
护士和助产士年”。为更好传承南丁格尔精神，弘扬护理文化，
烟台护校以“致敬护士队伍，携手战胜疫情”为主题，隆重举行

“5.·12”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
因为疫情的原因，此次活动以网络视频的形式进行，全体师

生积极参与，山东省和烟台市卫健委有关领导、烟台市奇山医院
院长、学校援鄂毕业生及多家医院护理部主任为学校师生送上
节日寄语。学校主要负责人刘明连为庆祝护士节致辞，对支持
护校发展的各级领导、各位护理部主任和学生家长等表示感
谢, 并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衷心祝福。

为稳定疫情期间的教学秩序，芝罘区南山路小学通过网络连
线师生，设计丰富多彩的与“德智体美劳”研学内容，扎实做好教
学管控。图为学生在认真上网课。

YMG全媒体记者 李京兰 通讯员 月霞 摄

复试前要演练，现场面试改为“视频通话”，提前技术
沟通准备“双机位”……如演大片的流程，其实是为了参加
研究生复试。日前，记者从各驻烟高校了解到，为防疫需
要，今年研究生复试采用“全程线上复试”的方式进行，部
分高校从今天起提交材料进行“复试演练”。

烟台大学——
今天起复试演练，双机位线上面试

此前，烟台大学已先后发布《2020年
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和《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第一志愿考生复
试通知》，确定采用“全程线上复试”开展
研究生招录，并且对第一志愿报考烟台大
学的考生制定了相关政策。

按照招录流程，烟台大学正式远程
线上复试的时间定在 5 月 17 日至 19
日。记者发现，远程线上复试对软硬件
也有一定要求，烟台大学方面表示，复试
将使用学信中心招生远程面试系统、腾
讯QQ软件，具体平台的操作规范已于早
前发布。远程线上复试软硬件需要考生
使用双平台、双机位模式参加复试。需
要能够支持面试软件的设备2台，手机或
电脑均可。

如何设置双机位模式？如何确保远

程面试的质量？这是诸多考生的问题。
对此，烟台大学针对考生初次参加“线上
复试”提供了演练的机会。

学校介绍，各学院复试演练于今日
（13日）正式启动，至15日结束。对此，烟
台大学提醒考生，在此期间所有一志愿考
生均需参加，如有面试系统相关软硬件等
技术疑问，可在演练期间与面试助理老师
沟通解决。

“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成绩须符
合所报专业（领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
基本要求，方可参加复试；我校同一招生
学院同一专业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专业学位，执行相同的分数线。”学校老师
再次介绍了复试条件，并称昨日下午，学
校已将各专业具体演练、复试时间、考生
随机分组情况通过短信向考生发出通知。

同样采用网络远程复试的鲁东大学
今天起提交材料，5 月 15 日至 16 日开
考。5月7日学校发布《鲁东大学2020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网络远程复试考场规
则》，其中就有明确条文要求考生“严格遵
从考试工作人员关于网络远程考场入场、
离场、打开视频的指令；应选择独立安静
房间独自参加网络远程复试。整个复试
期间，房间必须保持安静明亮，房间内不
得有其他人，也不允许出现其他声音。不
得由他人替考，也不得接受他人或机构以
任何方式助考”。

一名即将参加网络远程复试的考生
告诉记者，“生怕技术渣卡住画面，降低
了复试的成绩”。对此，记者采访发现，
虽然网络远程复试对硬件设备的要求较
高，但也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就鲁东大
学而言，复试需要两个网络视频设备，一
台笔记本加上一个手机或两个手机。一
个用于近距离视频面试，一个用于监控

复试场所。学校曾表示，考生在面试过
程中若出现视频卡顿现象，可以尝试刷
新界面。网络复试开始后，因网络或设
备故障中断的可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
由现场复试小组确定继续、重新或者终
止复试。由此可以看出，复试过程中，并
不是卡住、设备故障了就一定会导致复
试失利。

但考生仍需根据学校的规定做好“万
全准备”，鲁东大学在复试时就要求考生，
必须将音频视频全程开启，全程正面免冠
朝向摄像头，保证头肩部及双手出现在视
频画面正中间。保证面部清晰可见，头发
不可遮挡耳朵。复试期间视频背景必须是
真实环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更换视频
背景，不允许采用任何方式变声、更改人
像。并严令禁止对网络复试过程进行拍
照、录像、录屏、截屏等，要求考生不得将复
试相关的文字、图像、音频、视频资料向第
三方传播。

鲁东大学——
禁止截屏，设备有故障或可重新开始

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一志愿
考生复试时间预计于2020年5月20日左
右进行，会计硕士一志愿考生复试时间预
计在6月初进行，其他学科、专业类别的
复试（含调剂复试）时间在5月20日-6月
中旬进行。

针对网络远程复试，学校也同样提出
了双机位的要求。在复试要求中，精确到
了浏览器的使用以及手机APP软件的安
装。不仅如此，线上复试可能产生的弊
端，也在前期规则的制定中有了“明细”：
考生复试前需向考官360度旋转摄像头，
展示周围环境，考官认可后方可开始面
试。进入视频复试系统后，手持身份证向
面试专家展示正面，再次确认本人身份。
复试过程中考生确保全程音频视频开启，
只允许考生个人在现场，需将五官清楚显

露，正面朝向摄像头，不得戴耳机、戴帽
子、墨镜、口罩等，以保证身份确认及复试
全程实时监控。并且，考生要提前将无关
电脑程序全部关闭，特别是微信、QQ等易
弹出窗口的软件。

面对“云复试”方式，不仅考生有诸多
顾虑，学校也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就山东
工商学院而言，各招生学院均准备了复试
系统备用方案，学校曾向考生发出提醒，

“可随时关注专业复试细则，有问题及时
与招生学院联系”，听从各报考学院安排，
提前进行网络测试、登录复试系统和虚拟
候考室备考。

对于那些有特殊情况，无法按时参
加复试或不具备远程复试条件的考生，
学校开通联系渠道，提醒考生提前联系
报考学院。

山东工商学院——
虚拟候考室备考，考前要360度旋转摄像头

滨州医学院——
不得用饰品遮挡耳部，工作人员要提前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