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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选科”成候考话题
高考最后一天仍考三门，赴考时间安排成家长最大顾虑

从青铜到王者，王东锴跨过了诸多关卡。
2014年，他如愿参加了春季高考，并以优异成绩考入

齐鲁工业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但王
东锴却没有将这里当作求学生涯的最后一站。

进入大学后，中职生文化课基础薄弱的现实一度让
他感到自卑，但也给了他奋斗的动力。大一那年，他没有
像有的学生那样，躺在一纸文凭上睡大觉，而是用加倍的
努力，一刻不放松地学习。大二时，中职学习期间打下的
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底让他在专业课堂上如鱼得水。平均
95分以上的专业成绩让王东锴信心倍增，接连拿回了每
学期的校级一等奖学金，并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登高则可望远，望远而致思深。
四年大学生活，让王东锴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清晰

的规划，他立志要走得更远。于是，2018年，他参加了研究生全国统考，成功考取
了内蒙古农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期间，他独立完成了《一种固
定支架》的设计，获实用新型专利，顺利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并获评委老
师一致好评。终于，他在今年成功通过审核，成为哈尔滨理工大学机械动力工程学
院机械工程专业的一名博士研究生。

由一个中职生逆袭成为博士生，王东锴创造了一个在很多人眼中似乎无法实
现的神话，也打破了人们对职校生的偏见。对于那些尚在校园的学弟学妹，王东锴
曾鼓励他们，不要因一时的失败而放弃自己、放弃梦想，只要坚守初心，不懈努力，
就一定能逆风翻盘，走向成功。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摄影报道

今年，市区其他普通高中招生范围、
招生计划等与去年基本一致。

其中，烟台一中继续面向芝罘区招
生800人，面向莱山区、牟平区、高新区
三区招生50人，两个国际班面向全市招
生60人。牟平育英艺术中学150个自
主特长计划由去年的面向四区招生变为
今年面向六区招生，六区内具有音乐、美
术特长且愿意去该校就读的考生可选择
报考。烟台青华中学继续安排300人计
划按照公办普通高中学生标准面向四区
统一招生。

据悉，公办普通高中招生包括统招生、
学校自主特长招生两类。其中，自主特长招
生数量一般不高于招生总计划的5%。在自
主特长招生结束后，学校未完成的自主特长
招生计划纳入统招生计划进行录取。

市教育局要求，各区市和学校不得
擅自调整已下达的招生计划，不得超计
划招生。计划下达后，市教育局不再受
理学校扩招或补招申请。任何学校不得
招收已被其他学校按规定程序录取的学
生。对违反规定招收的学生，市教育局
将不予注册高中学籍。严禁同时或者交
叉注册普通高中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

“双重学籍”，已取得普通高中学籍的学
生，不得再注册其他各类中等学校学
籍。要保证“人籍一致”“籍随人走”，严
禁“人籍分离”，不得为不在本校就读的
学生空挂学籍，不得招收借读生。根据
省工作要求，普通高中招生编班教学时
的班额不得突破每班50人。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李纪超 邵睿

我市普通高中招30755人
今年重启烟台二中芝罘校区招生

昨日，新高考
等级考试开考。等
级考试第一天进行
了物理、思想政治、
化学三个科目的考
试，赴考时间安排
和等级考试模式成
为家长话题的中
心。今天，高考进
入最后一天，选择
历史、生物、地理三
个科目的考生走进
考场，一“试”高下。

昨日，市教育局下发通知，下达2020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按照基本普及
高中阶段教育和普职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结合高中阶段学校总体资源状况，确定
2020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为30755人。

根据市教育局对招生计划的安排，
面向芝罘区、莱山区、牟平区、高新区四
区招生的市属公办普通高中有7所。烟
台 2020 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为
30755人。烟台一中招生910人，共设
19个班，其中面向芝罘区招生800人，
面向莱山区、牟平区、高新区共招生50
人，两个国际班面向全市招生60人；今
年烟台一中自主特长招生16人。烟台
二中高新校区招生700人，设14个班，
其中体育艺术自主特长招生40人，信息
学奥赛班面向全市招生40人；烟台二中
芝罘校区招生510人，共设11个班，含
两个国际班面向全市招生60人。烟台
三中招生900人，设18个班，其中自主
特长招生45人。烟台四中招生600人，
设12个班，其中自主特长招生30人。
莱山一中招生600人，设12个班，其中
自主特长招生 30人。牟平一中招生
950人，设19个班，其中自主特长招生8
人。烟台牟平育英艺术中学招生500
人，设10个班，其中音美特长生面向芝

罘区、福山区、莱山区、牟平区、开发区、
高新区六区招生150人。

其他区属公办学校面向本区招生。
烟台十四中招300人，设6个班，其中自
主特长招生26人，面向芝罘区招生。福
山一中招生700人，设14个班，其中自
主特长招生25人；格迈纳尔中学招生
500人，设10个班，其中自主特长招生
25人，均面向福山区招生。开发区高级
中学招生1500人，设30个班，其中自主
特长招生50人，面向开发区招生。

民办学校可面向全市范围招生，其
中市区民办学校有6所。分别是烟台青
华中学招生750人，设15个班，其中300
人按照公办普通高中学生标准面向芝罘
区、莱山区、牟平区、高新区统一招生；烟
台外国语实验学校招生320人，设8个
班；烟台培英学校招生300人，设6个
班；烟台市双语实验高中招生700人，设
14个班；北大附属实验学校烟台学校招
生200人，设4个班；烟台爱华双语学校
招生440人，设10个班。

据了解，今年全市初中毕业生总数较
去年明显增加，市区毕业生也有所增长。

今年各区市都相应增加了普通高中
招生计划，特别是增加了优质普通高中
招生计划。市直各学校去年已经充分挖
掘潜力，增加了300余个普通高中招生
计划。在新高考改革形势下，选课走班
对校舍、师资均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市
内四区（芝罘区、莱山区、牟平区、高新
区，下同）各公办普通高中学校资源均比

较紧张，难以满足增加计划的需要。
鉴于二中芝罘校区校舍资源较为充

足，今年我市启动烟台二中芝罘校区，在
该校区安排510个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其中包括两个国际班面向全市招生60
人。烟台二中高新校区和烟台二中芝罘
校区均面向四区统一招生，两个校区实
行单独招生、单独录取。

这一变化，为四区考生增加了一个
报考志愿选项。

全市招30755人，7所市属公办高中面向四区招生

今年启动烟台二中芝罘校区招生，安排510个名额

严禁违规招生，违规招收的学生不予注册高中学籍

六区（芝罘区、福山区、莱山区、牟平区、开发区、高新区，下同）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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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职生跨入博士生的行列，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那一天，烟台工贸学校的校园里到处充斥着议论：

“咱们学校的毕业生考上博士了！”人们奔走相告的不仅
是对毕业生获得成就的敬佩，更是职校生对偏见的一记
有力还击。

给职校学生带来希望的那个博士就是王东锴，从青
铜到王者，他曾跨过一个个常人无法想象的难关，用了快
10年的时间。如果不是他对命运的奋力抗争，也许在中
考失利的那一刻他的人生便永远停留在偏见上。

2011年，牟平区鱼鸟河街道北官庄西村的王东锴中
考没考好，他就近去了烟台工贸学校（牟平职业中专），成
为数控车工二班的一名学生。在学校，他第一次接触的

“德能兼修”教育模式，让他从中考的失意中走出，快速为
人生定下了调子：毕业要当一名工程师。

高二时，王东锴来到工厂实训，在反复操作中却发
现，中职学生在知识结构上仍然存在短板，自己求学的脚
步尚不能停。就在这时，老师带来了国家开放春季高考
平台的好消息，心怀梦想的王东锴确定了考大学的目标，
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

就是这股劲头，让他成为在当年老师们眼中，最勤奋的
那一个。“高三那年，他几乎没有午休过，课余任何时候看到
他，都是在学习。”卢君剑老师是王东锴高三时的班主任，谈
起这名了不起的学生，他的脸上洋溢着骄傲和自豪。

没想到一晃快十年，当年的青涩少年如今已蜕变成
眼神坚定的逐梦青年。回顾职校三年的学习时光，王东
锴感慨颇多，他把感恩挂在嘴边放在心里，说的最多的一
句便是：“感恩母校的培养，感恩老师的引导，感恩改变一
生命运的职教高考。”

注：1.学校前加“＊”为民办学校，可面向全市范围招生。2.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
申报省级体育专项特色学校的通知》（鲁教体字〔2019〕1号）等文件要求，获省、市体
育专项特色高级中学称号的学校面向全市招收相应特长学生。

》》中考失意没挫掉他求学的锐气

》》考入大学马不停蹄，过关斩将考博

王东锴王东锴（（中中））回到校园中回到校园中

▶陪考◀
考生选科考试

赴考时间成家长最大顾虑

等级考开考首日，考生们最先要适
应的就是时间上的变化。

不同于语数外三门统考科目，等级
考于早上8点便开始了第一个科目物理
的考试，相较统考科目在开考时间上提
前了一个小时。考试安排上，一天的考
试科目也增至3科。

因此还未到早上6点，就已经有考
生到达考点。“时间提前，孩子着急，早早

就过来了。说是不紧张，哪能真不紧
张。”考生家长刘女士边说边询问起其他
家长的时间安排。由于各个考生所选科
目不同，所以考试时间安排上也各有差
别。“我们还行，上午一门物理就没事了，
最后一天是个麻烦事，她考生物和地理，
中午回家吃饭应该来不及了。”一旁的考

生家长李先生说，由于生物考试的时间
为中午11点至12点30分，而地理将在
15点30分开考，考虑到女儿除了耽误在
路程上的时间，还需要提前进考点安检，
他准备带着女儿找家饭店凑合一中午，

“要是回家，上楼吃完就得下楼，太折腾
人了”。

“我们的时间还比较合适，考第一门
物理和第三门化学，中间隔了一场政治
考试，我本来打算就近给他在宾馆租个
房间，孩子看了时间说来得及还是回家
吧。”刘女士接着话题说道。

采访中，许多家长表示，根据前两天
积累的赶考经验，起码要将孩子提前一
小时送到考点，路上也要根据距离多安
排30分钟到1小时，将所有可能耽误时
间的事件全部考虑进去，确保孩子能及
时到达考点。

▶氛围◀
考生轻松谈“李华”

统一候考保持平稳状态

考生队伍中，第三天的考试气氛，紧
张中略带轻松，考生们甚至开始讨论前
一天的考试题。

“今年咱们山东新高考卷里的英语
作文，李华又出现了。可听说全国I卷
里竟然没有李华，我很惊奇啊。”“咱不仅
有李华，另一个还让写弄爆米花，这才更
让人惊奇吧。”在候考考生队伍中，学生
们用诙谐轻松的方式聊着前一天的外语
考试。

记者发现，由于等级考试采用6选3

模式，由学生在物理、思想政治、化学、历
史、生物、地理6科中任选3科参加考
试，所以考生在其选择的相应考试科目
的考试时间里赴考即可，单场考试的考
生人数有所减少。

在一中考点不远处，许多学校老师召
集学生集合后统一赴考。“孩子们统一排
队进，一个都落不下。”考生家长李女士
说，统一排队候考的好处便是“有气氛”。

“你让他自己等着进考场，他肯定就
放弃了，跟这个说两句那个说两句时间
就过去了。这样统一走，你看，一个拿起
书，旁边的也都拿着书在看。不仅有学
习气氛，而且他觉得和上学的时候差不
多，不会有那么大的落差。”李女士边说
边指了指队伍中的儿子，她说，孩子在考
试前心态平稳，就能达到最好的状态。

一边是考生统一候考，一边是家长
们三五成群地陪考。虽然孩子们仍在考
场中拼搏，可大人们的话题早已到了分
数、志愿、录取等环节，如何报考适合自
己的学校和专业，成为许多家长陪考时
的话题重心。

▶话题◀
家长认为选科考试

更利于考生休息和发挥

2020年高考考4天，取消文综、理
综，由等级考试代替。针对考试时间延
长和新高考模式，家长有何看法？

“我觉的是好事，一科一科分开考，
孩子复习有目的，原来那一张卷考三门，
一下子让孩子答完太累了。”家长刘女士

说，虽然高考时间战线拉长，但她认为单
科考试更有利于考生休息，这是对考生
的一种“人文关怀”。

“一科考一个半小时，孩子做的更仔
细，有张有弛。比起以前三门一起考，孩
子一做两三个小时，可能现在发挥得更
好。”考生家长李先生说，“选科考试的模
式其实挺好的，单纯的文综和理综，孩子
都有不擅长的科目，这样一调整，他可以
选自己喜欢的，我觉的应该是更利于孩
子的发挥吧。”

虽然在家长眼里，考试模式更有利
于考生休息和发挥，但高考时间长达四
天，仍旧是许多家长争论的中心。

按照考试安排，7月10日（今天），高
考进入最后一天，8:00-9:30考历史、
11:00-12:30考生物、15:30-17:00考
地理。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在领到答题卡
和试卷后，不要急于看题、答题。要认
真检查核对试题和答题卡是否为本场
考试科目，题卡类型是否一致、正确，张
数和页码是否齐全，检查试题和答题
卡有无漏印、重印、脏页、空白页、破
损、字迹不清等问题，如有问题，可举手
向监考人员报告，提出更换要求。开考
后，再报告更换的，延误的考试时间不
予补偿。

考生在考试时仍要严格遵守考试
纪律，切莫在最后一天造成不可挽回的
损失。

考试结束后，今年夏季高考与等级
考成绩将于7月26日17:00公布，考生
可登陆网址：http://cx.sdzk.cn/查询。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摄影报道

考前考生在考场外复习考前考生在考场外复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