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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王占波

1月16日，记者从山东省教
育厅获悉，教育部发布了2017年
版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14门课
程标准，修订后的课程方案和课
程标准将于 2018 年秋季正式投
入使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是这次课标修订的重点之
一，其中语文古诗文背诵推荐篇

目增加至 72 篇。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是这次课标修订的重点之一。
其中，语文课标最突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贯穿必
修和选修各个部分。

一是内容更全。在“课内外
读物建议”部分，除保留原有《论
语》《孟子》《庄子》外，增加了《老
子》《史记》等文化经典著作，覆盖
先秦到清末各个时期。二是分量

更多。明确规定“课内阅读篇目
中，中国古代优秀作品应占1/2”。
三是要求更高。设置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学习专题。将原标准“诵读
篇目的建议”改为“古诗文背诵推
荐篇目”，推荐篇目数量也从14篇
(首)增加到72篇(首)。美术、音乐、
体育与健康、数学等课标都增加
了有关传统文化教育内容。

据介绍，与2003年版相比，新
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体现了鲜

明的育人导向，思想性、科学性、
时代性、整体性等明显增强。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全面融入课程之中，明确
提出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的时代新人。

此外，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是
本次课标修订的又一个重点。语
文、历史、思想政治、音乐等课标
也都结合学科自身特点，对革命
传统教育内容要求做了强化。

新版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公布
古诗文背诵篇目增至72篇，2018年秋实施

□记者 刘紫薇

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发生多
起以在外地上学孩子的名义向
家长索取高额培训费而骗取家
长钱财的案件。一个月左右，济
南也发生了七八起类似案件。济
南市市民李女士在3个小时内被
骗走了5 . 4万元。

2017年12月12日中午，李女
士的QQ接到了一条好友请求，
对方自称是李女士在外地上大
学的儿子，由于上微机课没有办
法使用手机，只能申请新的号码
与她交流。由于对方能准确说出
自己孩子的信息，李女士没有多

想。取得李女士信任后，对方称
想要参加哈佛在学校办的培训
班，一共三门课程，每门1 . 8万元，
现在就要交钱。因为培训费过
高，李女士便打电话跟孩子核
实，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而此
时对方一直催促，并且给了负责
报名的教务处“贾主任”的联系
方式。李女士与“贾主任”联系
后，便去银行给对方提供的私人
账户转账5 . 4万元。

汇款完成后，对方又要求李
女士交5万元培训器材费。正在
凑钱的过程中，孩子回了电话，
与孩子核实后，李女士才发觉自
己被骗了。

“这种类型的诈骗为精准诈
骗，诈骗分子依托网络平台，利
用木马盗取他人QQ账号和密码
或通过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
在QQ或微信好友中选择其父母
作为目标进行诈骗。”济南市公
安局反电信诈骗中心副调研员
杨玲说，骗子利用了家长爱子心
切，在教育上不惜投入巨资这一
心理实施诈骗。

杨玲提醒，若孩子发信息以
报学习班为由要求缴纳学费，让
父母联系培训学校老师的，父母
一定要进行核实，打电话或问一
些更私人的问题有助于分辨是
否是诈骗行为。

冒用孩子QQ，骗家长交“培训费”
济南一个月发生七八起冒名诈骗案件

近日，济南市社保局开通
了济南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证明自助打印服务。居民
医保各类参保人群可持二代
身份证原件到济南市政务服
务中心社保综合服务大厅通
过自动服务终端进行打印，工
作日和双休日均可以自助打
印(法定节假日除外)。

将身份证放置自助服务
终端“读卡区”，然后根据提示，
在屏幕选项中点击“打印汇
总———“居民医保参保证明打
印”，系统将开具出加盖公章的
纸制版居民医保参保证明。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夏天

青岛民办辅导班
最晚八点半下课

近日，青岛市教育局发布
《关于新形势下全面加强非营
利性民办学校管理若干措施》，
对民办培训机构进行规范。

根据要求，面向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开展语文、数学、外
语等与升学或考试相关的学
科及其延伸类培训活动的，基
于相关学段课程标准组织教
学，不得拔高教学要求、加快
教学进度、增加教学难度，授
课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
培训费应当存入机构的专用
账户，按照学年(最长为12个
月)收取费用。另外，每班应当
设管理专员1人。据《青岛晚报》

济南居民医保证明
实现自助打印

济南交警
公众参与平台升级

近日，济南交警公众参与
平台迎来升级。升级后，市民
可以在线处理交通事故，随时
上报事故、拥堵、安全隐患和
意见建议四类事件。

据介绍，可上报事件共包
括4大类19小类，通过济南交警
微信或“泉城行+”APP进入公
众参与平台界面。随手拍违法
举报功能也升级了。公众在参
与各项功能时，还可获得现金
或积分奖励。

此外，济南交警还把行车
记录仪拓展为“随手拍”的新
方式。市民可安装具有“随手
拍”功能的行车记录仪，路遇
交通违法及不文明交通行为
时自动抓取违法视频至公众
参与平台。 记者 郝小庆

烟台市区年内将设
150家“无人超市”

从去年11月11日至今，24

小时无人超市“小安无人便利
店”已经在烟台市区铺设了15

家，接下来，将在社区、酒店、高
校、旅游景点等继续铺设。年内
市区将铺设150家该无人便利
店，县市区内将铺设200家。

市民可用手机扫描二维
码进行身份确认，购物后，市
民只需要拿着所购物品到门
口扫描，通过手机付款就可以
了。小安超市厂家直销超市仓
和配送中心于1月20日开业。
市民上午下单，下午配送中心
就可以将物品送到用户所在
社区的无人超市。据胶东在线

65岁及以上市民
办护照可免快递费

近日，记者从山东省公安厅
出入境管理局获悉，15日起，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办理的护照等
出入境证件可以免费邮寄到家。
免费邮寄的证件包括普通护照
及加注、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
注、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出
入境通行证，申请人只需要填写
好信息，就能在家安心等证了，
可以节省15-22元的邮费。

“在此之前，同城需要花15
元，非同城则需要 22 元。”工作人
员说，今年将有超过 11 万 65 岁
及以上老年人受益。记者 刘紫薇

青岛为174万老人买保险

近日，中国地震局认定公
布了新一批182个国家地震安
全示范社区，山东共15个社区
入选。分别为青岛市黄岛区的
红石崖街道河洛埠社区、黄岛
街道前湾社区、隐珠街道李家
石桥社区、黄岛街道龙湾崖社
区、珠海街道小台后村、辛安街
道西南辛社区，淄博市淄川区
将军路街道西关一社区，高密
市朝阳街道罗家庄社区，潍坊
市潍城区北关街道郭家庄社
区、诸城市龙都街道杨春社区、
昌邑市奎聚街道东店社区、临
朐县东城街道滨河社区，泰安
市泰山区泰前街道嘉德社区，
临沭县郑山街道新埠社区、沂
水县四十里堡镇新程社区。

目前，山东已创建国家地
震安全示范社区115个。

据中国地震局官网

山东新增15个国家级
地震安全示范社区

“近报读者服务中心”举行读者座谈会

□记者 高雯

13日，50位本报忠实读者欢
聚在近报读者服务中心，他们
拿出看家绝活，这个唱一曲儿，
那个演一段儿，座谈会现场很
是热闹。本报编辑记者也来到

读者服务中心与读者们面对
面，倾听大家的意见建议。

“《近报》内容丰富，符合我
们老年人的需求，尤其是关于
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的小常识
我很喜欢。”73岁的读者朱成德
是《近报》的忠实“粉丝”，每期

报纸都会认真看。在本报编辑
记者与读者面对面过程中，很
多读者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建
议，在之后的联欢环节，读者们
更是“大显身手”。王殿荣一曲

《九儿》、田兆芳一曲《红梅赞》
让现场气氛高涨。

济南“近报读者服务中心”
是去年9月在“中广乐好365平
台”挂牌成立的，服务中心位于
英雄山路84号鲁润名商广场4

楼B2-401室，主要为周边社区
居民提供报纸试读、优惠订阅
等服务。

“中广乐好365服务平台是
为中老年人搭建的一个欢乐平
台，为中老年人提供实惠服务。”
中广乐好365服务平台蔡主任介
绍，除了在“近报读者服务中心”
享受读报的优惠和便利，读者还
可以通过“中广乐好 365 服务平
台”参与社交活动、文艺比赛、平
价旅游和平价购物等一系列便

民服务。

近日，记者从青岛市民政
局获悉，“统一为60岁以上老年
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项目到
期后，青岛决定继续执行该方
案，新的保险期限为2017年12月
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此次参
保人数将超过174万人，比上次
增加约13万人。

由政府为户籍老年人统一
购买每人每年20元保费的意外

伤害保险，包括意外伤害导致
的身故、伤残、医疗费用补偿以
及住院津贴四类保障项目，并
把老年人生活中容易发生的摔
跌伤、溺水、火灾、煤气中毒、动
物伤害等意外事故导致的身体
伤害作为责任范围。

参保对象为具有青岛市户
籍，2017年12月1日零时起年满
60周岁(含)以上的老年人，不设

年龄上限。非青岛户籍但持有
青岛市居住证的老年人可在今
年3月1日之前自行参与投保。

据悉，上一次保险项目实
施期间，青岛全市共有5628名老
人获得赔付，给付赔款超过
1454 . 07万元。综合一年以来报
案情况和已决案件分析，摔跌
伤的出险占比达77 . 56%，居各事
故类型之首。 据大众网

读读者者们们在在座座谈谈会会现现场场为为本本报报建建言言献献策策。。 记记者者 高高雯雯 摄摄

骗骗子子与与李李女女士士的的聊聊天天记记录录。。
((济济南南市市公公安安局局供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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