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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

近日，省教育厅印发《山东
省师范生免费教育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
省财政将按照每生每年 1 万元
的标准把专项资金拨付有关高
校，用于学生学费、住宿费和生
活费的补助。值得注意的是，如
果你是非师范类专业学生，可在
进入大学的两年内，申请转为免
费师范生，享受相关待遇。

我省自 2016 年开始启动免
费师范生的培养教育，前两年
分别招生 3000 人。省内有 9 所
高校承担师范生免费教育培养
任务，分别是山东师范大学、曲
阜师范大学、聊城大学、鲁东大
学、临沂大学、青岛大学、齐鲁
师范学院、潍坊学院、泰山学

院。根据《办法》规定，每年 1 万
元专项资金用于免费师范生在
校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及
生活补助，生活补助标准是每
年 4000 元。

据了解，今年普遍扩大招
生规模。比如，山东师范大学计
划招生 829 人，比去年增加 300
余人。并且，在专业上，山师还
增加了音乐、体育、美术和心理
学等专业，涵盖了学前教育、小
学教育、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的整个体系。

经考核，合格毕业生按照
协议要到乡村学校任教，有编
有岗。如果免费师范生因个人
原因(因病休学等除外)中断学
业，或未在培养期满取得毕业

证书、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
者，市教育行政部门、高校有权
与其解除协议，免费师范生应
按规定退还在学校已享受的师
范生免费教育经费。此外，市教
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免费师范毕业生的履约管理，
建立诚信档案，公布违约纪录，
并记入人事档案。

此《办法》还规定，有志从
教并符合条件的非师范类专业
优秀学生，在入学 2 年内，由本
人提出申请，经学校和定向就
业市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可在
学校核定的计划内转为免费师
范生，由学校按标准返还其学
费、住宿费，补发生活费补助。

据《齐鲁晚报》

我省非师范类高校生
可转免费师范生

□记 者 郝小庆
通讯员 赵东云

从济南市公交总公司获
悉，为提升市民乘车体验 ,配合
济南夜经济的发展，济南公交
将对12条途经济南西站、济南
站的公交线路延时营运。其中，
12条末班车延时线路自5月24日
起执行，4条首班车提前线路自
5月25日执行，届时，市民出行

将会更加便捷。
本次调整共延长 12 条线

路营运时间，其中 1 2 条末班
车延时线路自 5 月 24 日起执
行，4 条首班车提前线路自 5
月 25 日执行。调整后，济南站
途经公交线路有 K18 路、K51
路、K156 路三条零时公交线
路，其他线路末班车时间统一
延长至 22 ：30 。济南西站途经
公交线路有 K 1 5 6 路、K 1 5 7

路、BRT-1 号线三条零时公
交线路，其他线路末班车时间
基本延长至2 2：0 0。为更好地
方便旅客及市民出行，同步调
整K117路末班车时间，确保济
南西站旅客可通过K156路实
现与K117路的换乘接驳；同步
调整K157路东八里洼和BRT-
1号线全福立交桥西首班发车
时间，确保与高铁首班时间有
效衔接。

济南公交 12 条线路延时运营

110 路恢复原运行路段
华龙路（二环东路-化纤

厂路）道路施工结束，5 月 19
日起，110 路恢复原运行路段。

110 路恢复后，恢复原花
园路二环东路、七里河路华能
路、华龙路七里河路、华龙路
西口、山大北路二环东路站
点，撤销临时增设的洪家楼
(路北)站点。

燕山立交到领秀城
要开通 BRT8！

由于二环东路南部“怪
坡”这个路段经常发生交通事
故，从山大兴隆校区往东一直
不通公交车，附近的市民和学
生出行很不方便。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在二环南路、二环东
路改造中，二环东路隧道和高
架快速路决定开通BRT快速
公交。

从老虎山隧道出来，沿
搬倒井立交直走进入二环南
路 地 面 道 路 ，与 二 环 东 路
BRT对接的第一个站台是山
大兴隆校区，目前该站台已
经完工。

二环南路BRT初期将上
30辆新车,全部为新能源车,后
期会上无轨电车。据了解,济南
首条无轨电车走廊沿经七路
率先开建,该线路西起七贤、东
至高新区 ,是无轨电车项目中
最重要的一条。该线路将是一
个系统的改造工程 ,涉及改造
路线、调整地下管线 ,局部涉
及拆迁 ,将来运营后会实现

“零换乘”。
目前济南已开通BRT1-

7号线 ,再增加工业北路、二环
南路以及经十东路新线路后 ,
B R T运营线路将增加到 1 0
条。

根据济南无轨电车规划 ,
青岛路—北园大街—工业北
路走廊(齐州路—郭店立交)将
通BRT,全线29公里,将成为济
南最长BRT走廊。

目前 ,二环西路南延正在
建设BRT站台 ,未来也要跑快
速公交 ,北园大街-工业北路、
二环西路、二环东路以及二环
南路将实现BRT“闭环”,济南
主城区将形成BRT内环和外
环 ,其中内环为北园大街－纬
十二路－经十路－历山路。

本报综合

济南公交线路调整

乡音永久———
美籍华人抒情女高音歌唱
家吴沁独唱音乐会
时间：5 月 26 日 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票价：50-100 元

“天空之城”久石让&宫崎骏
经典动漫作品视听音乐会
时间：5 月 27 日、6 月 1 日 19：30
地点：山东剧院
票价：80-380 元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话剧
《祖传秘方》
时间：5 月 29 日、30 日 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票价：20-280 元

咕噜咕噜萌哒奇幻童话剧
时间：6 月 1 日 10：00、19：30
地点：济南历山剧院
票价：40-260 元

《魔法钢琴》与《肖邦短篇》
儿童音乐会
时间：6 月 1 日 15：0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票价：50-280 元

经典童话人偶剧《小红帽》
时间：6 月 1 日 19：30
地点：都市实验剧场- J N 1 5 0
剧场
票价：60、100 元

Catapult 影子芭蕾
时间：5月29日19：30
地点：烟台大剧院
票价：50-200 元

明星版话剧《情书》烟台站
时间：5 月 31 日 19：30
地点：烟台大剧院
票价：100-480 元

西厢元韵———
昆曲《西厢记》
时间：5月29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50-150元

话剧《情书》
时间：5月27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80-380元

《意大利圣雷莫交响乐团
音乐会》
时间：5月27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50-280元

大型励志魔幻儿童舞台剧
《蓝精灵》
时间：5月31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50-150元

齐鲁摄影大讲堂———
《美景就在身边》
时间：5 月 26 日 9：00
地点：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心

（省图书馆总馆二楼北侧）

周末 100 分教育讲座———
《初中学生数学/语文中考
高分有诀窍》
时间：5 月 27 日 9：00
地点：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心

（省图书馆总馆二楼北侧）

公益讲座———
《禅宗与禅机（上）》
时间：5 月 27 日 14：15
地点：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心

（省图书馆总馆二楼北侧）

科普讲座——— 青少年编程
与信息学奥赛（二）
时间：5 月 26 日 9：3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老馆六楼报
告厅

摄影沙龙——— 摄影作品如
何吸引读者视线
时间：5 月 26 日 14：0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一层
小报告厅

主站 调整前 调整后 副站 调整前 调整后

9 末班 省建筑机械厂 21:00 22:00 火车站 21:35 22:35

43 末班 英雄山立交桥南 21:30 21:40 火车站 22:20 22:30
K84 末班 盖家沟配货中心 21:00 22:00 火车站 21:40 22:40

BRT-5 末班 全运媒体村 21:00 22:00 火车站 21:30 22:30

K58
首班 济南西站公交枢纽 06:00 05:30 动物园 05:40 05:40
末班 济南西站公交枢纽 21:00 22:00 动物园 21:00 22:00

K109 末班 济南西站公交枢纽 21:00 22:00 大明湖 21:00 22:30
117 末班 腊山立交桥 23:45 00:00 二环东路文化东路 00:30 00:45

K156
首班 济南西站公交枢纽 06:00 05:30 火车站 06:40 06:10

末班 济南西站公交枢纽 23:30 23:40 火车站 0:10 0:20

K157
首班 东八里洼 05:40 05:20 济南西站公交枢纽 06:00 06:00
末班 东八里洼 21:00 22:50 济南西站公交枢纽 21:20 23:40

K167 末班 济南西站公交枢纽 20:00 21:00 宝华街官扎营东街 20:45 21:45

202 末班 济南西站公交枢纽 21:30 22:00 公交新泺大街东口车场 21:30 22:30

BRT-1
首班 全福立交桥西 5:30 5:10 济南西站公交枢纽 5:30 5:10
末班 全福立交桥西 21:30 22:30 济南西站公交枢纽 21:15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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