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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38名新生233张素描绘画作品

烟台幼儿师范举办美术教育展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任

雪娜 通讯员 黄成柱 迟苗苗）新年
伊始，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
术教育系举办“美术教育专业2020
年度素描教学成果汇报展”，展出了
该校美术教育专业38名新生233张
素描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体现了大
学生对基础绘画的审美认知和研究，
更多地展现出他们对绘画梦想的坚
持和对大学专业学习的信心。校领
导杨玉涛、姜宏彬、刘义生、李宏林、
崔振宁、付双美等莅临展览现场共同
观展，校长杨玉涛希望艺术教育系继
续保持和发扬创新精神和团结协作，
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全面推进专业

建设，再创佳绩。
2019年5月，烟台市委、市政府

决定在鲁东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基
础上筹建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2020年9月该校首批设置学前
教育专业、美术教育专业、音乐教育
专业、早期教育专业四个专业，高中
起点专科招生一次投档全部报满，
首批招生720名新生于10月入校
报到。目前该校已构建起以学前教
育、小学教育专业为重点，师范与非
师范融通互补的人才培养格局，将
为区域基础教育永续发展提供优质
师资和专业支持、为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

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牟平二实小启动结对帮扶工程
本报讯（通讯员 刘媛）为了给

青年教师专业化发展搭建平台，发
挥骨干教师引领示范作用，牟平二
实小开展了“青蓝工程，共促成长”
活动，通过骨干教师的结对帮扶，使
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本次活动共分三个阶段进行。
开学初，学校宣布师徒结对名单，向
青年教师提出学习要求；学期中，青
年教师每周听“师傅”一节常态课，
并将授课内容及教学设计层层分
解，帮助青年教师成长。青年教师

每周请“师傅”听课一次，并请指导
教师进行讲评、分析。青年教师组
成的“远山书社”每周活动不断；学
期末，学校举办“青年教师大比武”
活动，成立教师评委团，分别开展了
钢笔字、粉笔字大赛、常态课大比
武、阅读分享交流活动。

通过此次活动，学校为青年教
师搭建了一个锻炼自己、展示才华
的平台，进一步加强了青年教师队
伍建设，提升了青年教师整体素质
与育人水平。

目标任务进行一对一签约

烟大文经学院签约高层次人才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

峰 通讯员 张琼玉）近日，烟台大学
文经学院于校内举行高层次人才签
约仪式，烟台大学文经学院院长于
光辉与来自海军航空大学的15位
专家及教学单位学科负责人，就目
标任务进行一对一签约，合影留
念。签约仪式后，于光辉就学院“十
四五”规划发展做了总体介绍；详述
了“一二三四五六”战略的发展思
路，明确学院未来要建设成一个有

灵魂、有温度、有责任、有特色的，达
到国内同类院校一流水平的地方
性、应用型和创业型大学的目标。
他一并对“十四五”发展规划、科研
水平的提升、“1+6”人才工程实施
等九大重点工作做了介绍。

副院长王培进教授在发言中表
示，学院将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在
科研、教学能力的独特优势，在全体
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在科研和教
学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

美术类——
速写考题首次出现人物“组合”二字
分析人：新青年教育孙韶蓬

今年山东美术统考速写科目主要考
查学生对人物基本动态的掌握与刻画。

“只要把握住人躯干的规律性运动
规律：直立，扭转，上扬，下弯，侧弯。再
配合以上动作衣物形成的运动性衣纹，
其实不难。”孙韶蓬指出，今年考题与往
年唯一的不同，在于考题文字上出现了
人物“组合”二字，一是方便学生在构图
饱满的情况下，方便摄影人物剪影的摆
放。二是提醒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如
果考题贴切，应更注重生活类场景人物
的构成，服饰和互动性。

美术类——
素描主素材两个，以静物素描为主
分析人：新青年教育闫达奇

在闫达奇看来，2021年的素描科目
跟以往有了较大的变化，变化主要集中
在两个方面：添加了一个带人像素描的
画板，与往年只有一个主素材相比，今年
要求把画板和手部解剖石膏模型同时作
为主素材。其他的物体像闹钟、鼠标、木
板刷等都是较常规的物体，大的方向还
是以素描静物为主，在考查素描静物的
基础上，添加了与“人”有关的内容。

闫达奇认为，这样的考查形式传达
了几个信息：一是山东出题组对于现在
省内的考试“套路化”“模板化”的面貌比
较抵触，力求“反套路”，考查出考生的真
实实力；二是省统考在今后两到三年内，
可能会从静物素描转向为全科考查，大
纲内的“素描静物，石膏头像，人物头像”
都可能出现在考试内容里，需要考生做
好万全准备。

“考题的难度今年有所提升，但归根
到底还是一张素描静物，同学们只要能
把基础的造型、结构、体积、质感等主要
要求做好，分数都不会低。”闫达奇说。

美术类——
色彩考题要求有变化
分析人：新青年教育阎林

“整体来看，今年的色彩考题出题还
是相当有水平的，从色调、造型、质感这
几个角度完全能看出来，考生在平时的
训练学习中对绘画和色彩知识的理解程
度。”阎林称，色彩考题与往年最大的区
别是考题要求。“完成一幅主色调为蓝色
调的色彩静物画”，这个要求对于考生平
时的色调训练以及对基础理论知识的了
解有着很大的考验，给出了具体的色调
要求，考生就要精准地画出这个色调来，
对于基础理论掌握不准确的考生来说是
有一定难度的。

“色彩考题以琉璃工艺品为主素材，
考题中出现了多个琉璃制品，主要考查
考生对琉璃质感的理解，琉璃质感类的
物体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色彩训练中有
一定的难度。”据阎林介绍，主素材的琉
璃工艺品以动物马为原型造型，难度适
当增加，重点考查考生的造型能力。

书法类——
楷书临摹范本属于小众系列
分析人：新青年教育王老师

2021年，书法专业今年首次参与全
省统考，王老师认为，难度属于中等水

平，主要是考验学生的基本功。
“从楷书的临摹看，临摹范本为隋代

墓志《苏慈墓志》。该墓志书法风格为平
整典雅一类，相对于研习唐楷的学生来
说，难度并不大。”王老师告诉记者，《苏
慈墓志》的知名程度不及隋代其他书法
碑帖。同时期的《董美人墓志》《龙蔵寺
碑》为大部分书法高考收录必临碑帖，从
这两个著名碑帖比较，《苏慈墓志》显得
小众，临摹难度较低。隶书临摹的范本
是《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并非临摹的
主要课程，从临摹难度来说，这种风格不
明显的范本，体势动态的典雅，结字趣味
的单一，对于高考书法生而言往往无从
下手。

此外，创作的出题比较普通，和平时
的课程训练一样：两首二十八字绝句，两
种书体创作，难度也不大。

文学编导类——
出题角度和出题点发生质的变化
分析人：闻道传媒王柯俨

“考题分为文学与艺术常识和影视
评论与创作。”王柯俨说，“文艺常识科
目”出题角度和出题点发生了质的变化，
难度比往年有所提升。

比如，主观题依旧遵循往年的命题
规律，从名词解释中的“弹幕”和“寻根文
学”可以看出，题目的出题范围扩大到新

媒体常识和现当代文学中，简答题中的
“简析小说《围城》中方鸿渐的人物形象”
考查学生对于课外文学读物的了解情
况，论述题的“结合具体实例，谈谈你对
影视音乐功能的理解”深度考查学生对
艺术概论和影视基础知识的理解与分
析。从这个题可以看出，硬性知识减少，
书本难以找到标准答案。

客观题考查范围扩大，广度增加，角
度也多样。选择填空题对于考生知识面
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多
的是多角度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
况，相较于往年总体来说增加了难度，灵
活性也更强，也使得考生逐渐拉开差
距。命题一改往年的“作品—人物—称
号”的固定出题模式，而变为从作品之内
容，人物之生平，作者之内涵，多角度考
查分析，大大提高了试卷的难度，也提高
了对于学生素质和能力的考查，由此说
明，靠死记硬背的方式来通过考试的方
式是行不通的，必须深刻理解作者意图，
作品内涵等，才能灵活应对。

此外，“影视评论与创作”科目考题
难度也有所增加。影视评论的电影片目
是《迁徙的鸟》《城南旧事》《哪吒之魔童
降世》，从主题、情节、人物、画面、结构五
个方面具体评论。

在篇目的选择上，选择了《迁徙的
鸟》《城南旧事》和《哪吒之魔童降世》，避
开了《我和我的祖国》《夺冠》《何以为家》
等热播电影，令很多考生惊叹不已。值
得一提的是，今年一改往年给四部电影
的风格，给出了三部，选择范围缩小，题
目明确指出五个方向，要求考生从这五
个角度评析。此前，省招考院虽然给出
了篇目表，但命题篇目却另辟蹊径，选择
了押题命中率较低的三部电影，考查学
生的临场应变和写作分析能力。

王柯俨说，从近几年的文学编导类
统考的趋势来看，考查“死记硬背”的知
识点逐渐转为考查考生对于知识的深
度、广度和高度，对考生来说是一个不小
的挑战。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近日，省招考院发布《致
2020 年冬季学考考生的一封
信》，提醒学生，冬季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明天起正式开考。

省招考院提醒，考生需要凭
准考证、有效居民身份证入场，
在个人首场考试时还需将如实
填写的《健康承诺书》交考点。
至19日（每天7：00-20:00），考
生均可登录山东省普通高中学
业 水 平 考 试 网 上 报 名 系 统
（http://xysp.sdzk.cn）自行打
印准考证和《健康承诺书》。

据悉，考生在参加考试前应
注册山东健康通行码，保持山东健康通
行码为绿色，健康参加考试。

本次考试继续实行考试封闭区入口
和考场入口两次安检制度。书包、手机、
电子设备、手表等是禁止带入封闭区和
考场的，考生应提前安置好，以免丢失。
考试正式开始后禁止入场，尽量提早到
达考点，在规定时间内接受体温检测和
入场检查，以免耽误考试。

本报讯（YMG 全 媒 体 记 者 徐
峰 通讯员 付玉婷 南祯 摄影报道）

“我捐羽绒服、保暖衣和拼音本”“我
捐衣物、书籍和拼图”“我们几个合
资 给 他 买 个 机 器 人 ，完 成 他 的 梦
想”……这是蓬莱易三实验小学 102
班的同学们，商量为留守儿童和家
庭困难小朋友献爱心的场景。11日
下午，102班的家长和学生代表将捐

赠物品送到了代收点，这份爱心也
正式“起航”。

据介绍，此次“献爱心”源于一场
公益活动。活动中，受助对象是来
自蓬莱大柳行镇的四岁男孩，男孩
的父母存在视力问题，靠按摩和领
取的残疾补助养家糊口，收入微薄、
入不敷出。家中的两个孩子最大的
4岁、最小的 1岁。当学生们得知这

名 4 岁男孩的新年愿望是拥有一个
机器人时，他们和家长一起投身到
捐助活动中，将募捐到的衣物、文具
用品、书籍、玩具等十几大包物品送
到男孩手中。

学校介绍，通过这次献爱心活动，
孩子们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也发现了
身边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实践教
育中，每个孩子都因帮助他人而幸福。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记者日前从山东省教育厅
了解到，我省今年上半年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今天开始网上报
名，3月13日正式开考。

按 照 规 定 ，参 加 山 东 省
2021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笔试）的考生须本人通过
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名，严禁委
托他人替代本人报名。网上报
名时间为1月 14日至 17日 16
时，考生须在该规定时间内登录
中 小 学 教 师 资 格 考 试 网 站
（http://ntce.neea.edu.cn） 报
名系统进行网上注册，逾期将不
再接受考生补报。

考生网上报名后，2021年1
月15日至18日16时网上确认，
正常情况下考生无需到现场确
认，网上报名后，请于确认工作
截止时间前登录查看确认结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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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在规定时
间完成缴费者，按自动放弃报名处理，
逾期不再补办。报名成功的考生可于
2021年3月8日至12日登录报名系统，
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按照准考证规
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考试日期安
排在2021年 3月 13日，各科目考试时
间为120分钟，全部为纸笔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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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教育局发布通知

烟台确定30所创客教育示范校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

峰）日前，烟台市教育局发布通知，
确定30所学校为创客教育示范校。

据悉，这30所学校分别是烟台
市芝罘区通伸小学、烟台市芝罘区
珠玑小学、山东省烟台第九中学、烟
台港城中学、烟台市芝罘区文化路
小学、烟台市芝罘区潇翔小学、烟台
市福山区东华小学、烟台市莱山区
滨海中学、烟台市牟平区宁海街道
初级中学、海阳市盘石店镇中心学
校、莱阳市盛隆小学、栖霞市翠屏中
学、烟台市蓬莱区小门家中学、龙口

第一中学、龙口市润新小学、招远市
龙馨学校、招远市第十六中学、莱州
市双语学校、莱州市莱州中心小学、
莱州市土山中学、烟台经济技术开
发区第六小学、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八角第二小学、烟台经济技术开
发区金东小学、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实验小学、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六初级中学、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实验中学、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十小学、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
五小学、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实验小学、山东省烟台第三中学。

确保广大师生的身心健康

高新区实验中学加强疫情防护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

晋 通讯员 孔丽丽）为确保广大师
生的身心健康，营造安全和谐的学
习环境，高新区实验中学采取多项
有效措施，加强冬季疫情防护工作。

在班晨会、国旗下讲话时间，
学校对全体师生开展冬季传染病
的宣传教育以及应急处置的培
训。让师生了解冬季传染病的相
关知识，如传染病的种类、传播途
径、流行特点和预防措施等。坚持
一问、二看、三摸、四查，认真做好

每一位师生的晨午晚检查，如实记
录体温检测情况。严格考勤制度，
对缺勤的师生及时进行登记、调
查，查明原因，确保无一遗漏。

每日组织专人定期对教室、宿
舍、餐厅等师生活动场所进行全方
位无死角消毒通风，有效阻断病毒
传播途径。督促广大师生戴口罩，
勤洗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
惯。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均衡营养，
保证睡眠，增强体质，提高机体抵抗
疾病能力。

美术类对色调要求提升、文编硬性知识减少，书本难找标准答案

今年艺考科目难度提升
1月10日，山东省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

统一考试结束，全市共有考生1732人应考。其中，美术
类1483人，书法类136人，文学编导类113人，设2个考
点、61个考场。作为全国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年
一度的艺考是不少学生跻身高等学府为梦想拼搏的另一
条途径。那么，今年考题难度如何，首次加入统考大军的
书法类都考了什么内容？今天，YMG全媒体记者特邀几
位专业培训教师进行试题分析。

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

入冬以来降雪频繁。为了保证学生和教职工自身的安全，芝罘区上坊
小学积极组织教职工清理积雪。 通讯员 孙巧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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