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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体彩 乐善助人

本报讯 考试项目由原来的 3
项增加到 4项，考试分值由原来
的满分 50分增加到 70分。项目、
分值的双增加，预示着中招体育
考试将在今年我市中招考试中扮
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昨日，市教
体局正式下发《关于 2016年度初
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项目的通
知》，向社会公布今年我市中招体
育考试内容。

去年，我市中招体育考试共
男生 1000 米跑、女生 800 米跑，
1 分钟跳绳 （双脚跳），坐位体
前屈 3个项目，其满分分别为 25
分、15 分、10 分。今年，我市
中招体育考试项目设置主要依
据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014 年修定） 规定的测试项
目，其中男生 1000米、女生 800
米为必测项目，原来的跳绳和
坐 位 体 前 屈 两 个 项 目 得 以 保
留，另增加立定跳远为新考试
项目。考试项目总分值由原来
的 50分提高到 70分，计入中招
成绩总分。一些考试项目分值
设置也相应调整，其中，中长
跑、跳绳分值不变，坐位体前
屈调整为满分 15 分，新增加的
立定跳远满分为 15分。

市教体局体卫艺科科长王洪
亮说，全市中招体育考试工作在
4月份组织实施。考试工作由市
教体局统一下发考试细则，市直
学校由市教体局组织实施，各县

（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由当
地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考试
项目的设置，主要依据《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
定）规定的测试项目，结合我市
实际情况使用可量化、易操作、
对增强学生体质效果明显的耐
力、力量、速度素质和运动能力
的4个项目。

王洪亮还表示，今年我市中
招体育考试器材全部采用智能化
测试仪器。为确保体育考试的公
开、公平、公正，今年中招体育
考试项目所有测试点必须架设录
像设备，所有考试过程将全程录
像。

晚报首席记者 贾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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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京九晚报驾考团 1
团已成功落幕，1月 22日，本
报发出了晚报驾考团 2团正式
开启的消息，立刻在驾考市场
掀起一阵风暴。市民们纷纷联
系记者，想要参加晚报驾考团2
团。晚报提醒，本次活动仅有
30个名额，请大家快快秒杀。

“我是一名大学生，想趁寒
假考到驾照，参加你们的活动
能否在寒假期间拿到驾照？”我
们刚一发布消息，王女士就联
系了记者。得到肯定的答复
后，王女士立即报名参加了晚
报驾考团2团。

“报名还车接车送，驾校的
张校长亲自安排，给我启动了
加急的程序，没想到服务这么
好！”王女士说，她现在很有信
心在寒假期间拿到驾照。

市民赵先生是上班族，得
知驾校周六、周日也不休息，
可以正常练车，并且享受一人
一车一教练的服务后，马上报
名参加本次活动。他高兴地
说，现在没想到学车也不耽误
上班，而且随到随学，一个金
牌教练为他专属服务，他非常
满意，感到参加晚报驾考团 2
团的选择绝对没错。

连续几天，记者的电话、
微信响个不停，市民们纷纷咨
询关于晚报驾考团 2团的相关
事宜。多名市民已经报名参加
了本次活动，他们已经开始备

战科目一、科目二。
记者提醒，晚报驾考团 2

团仅有 30个名额，请大家快快
秒杀。

●练车过程中一人一车，
每天至少连续练车 1 小时。周
六、周日可正常练车，不耽误
上班。

●选出 5 名非常有经验、
会耐心沟通的金牌教练，专门
为团员服务。

●开设绿色通道，体检、
报名、预约、考试，一律优
先。

●将提供专门的训练车作
为团员专用车。

●市区内报名专车接送。
●记者全程跟踪采访，如

有投诉，两小时内处理到位。
●长城驾校位于市区，练

车方便。同时，驾校内设有科
目二考场，在驾校内即可考试。

●晚报驾考团 2 团仅 30 个
名额，等待您来秒杀。

●首个拿到驾照的团员可
领500元现金奖励。

●晚报驾考团 2 团享受超
VIP服务，费用仅为2850元。

“晚报驾考团 2团”咨询电
话 （微信）：晚报首席记者张
坤 18003709995。唯一报名地
址：商丘日报社主楼 206 室。
市区内报名专车接送，请预
约。

晚报首席记者 张 坤

本报讯 1月 25日，“京九晚
报·我要拍电影”举行了开机仪
式。开机仪式后，剧组人员就赶
赴外景拍摄地，开始对场地进行
考察。当晚，剧组会议连夜召
开，对剧本进行最终的修改。

昨天，在剧组全体人员的努
力下，第一集所选拔出来的演员
来到商丘日报报业集团二楼会议
室，对微电影剧情进行了紧锣密
鼓的排练。

为了能够把剧中的角色演得
绘声绘色，小演员江昊霖和葛一
早早就来到了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二楼会议室，在会议室的舞台上
两人一直揣摩所要演出的角色。
其间，导演王镭对两位小演员的
失误之处进行了点评和纠正。经
过坚持不懈的排练、磨合，江昊
霖和葛一在舞台上的表演越来越
熟练。小演员这种不怕吃苦、学
以致用、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深
深地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和
工作人员。

在两位小演员排练期间，商
丘市公安局警官艺术团团长关栩
和团员钟金琦，新城公安分局民
警李傲林等演员也来到排练现
场。他们对剧本、练台词，为微
电影的拍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根据剧情，演员们对自己的

角色都进行了细心的排练。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演员们为了做到最
好，在休息时仍讨论着剧情。

在演员们进行紧张排练期
间，一位背着吉他的女孩来到了
二楼会议室。据女孩介绍，她叫
田婧语。同时具有舞蹈、吉他和
口才表演才能。看到“京九晚
报·我要拍电影”的报道后，她
就赶紧过来报名。田婧语说，自
己比较喜欢表演，希望能够通过

“京九晚报·我要拍电影”这个
平台实现自己的演员梦想。田婧
语还说，虽然第一集的演员都已
经确定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在其
余的剧情中演出适合的角色。

今天，“京九晚报·我要拍
电影”将走进新城公安分局，进
行实景拍摄。精彩纷呈的剧情，
令人充满了期待。

文/晚报首席记者 鲁 超
实习生 吴瑞林

图/晚报记者 张 辉

紧锣密鼓排练 今日实景开拍
京九晚报·我要拍电影

排练现场

晚报驾考团2团报名火爆
仅有30个名额，请快快秒杀

本报讯 天气预报显示，
近段时间，我市的最低气温
均 在 0℃ 以 下 。 为 了 市 民 出
行安全，记者专门咨询的市
交警部门，了解到我市近几
年易结冰的路段，希望市民
在经过相应路段时要多加小
心。

据市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
张伯昀介绍，根据往年情况
来看，市交警支队二大队辖
区易出现结冰的路段主要有
文 化 路 与 哈 森 路 交 叉 口 附
近、文化路与中州路交叉口
附近以及宇航路等市区次干
道。此外，商丘古城内的路
面出现降雪天气后也容易出
现路面结冰的情况。

市交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
刘永杰说，该大队辖区内易
出现结冰的地点主要集中在

中州路地下道、平原路地下
道和梁园区李庄乡新郑阁大
堤附近等路段。

“梁园区李庄乡郑阁村附
近的 207 省道大堤有上下坡，
如果遇到降雪天气很可能出
现结冰，因此要谨慎慢行。”
刘永杰提醒说，如果遇到降
雪 天 气 ， 市 民 出 行 务 必 谨
慎，切记放慢速度，经过地
下道上下坡时一定要控制好
速度。

另外，由于天气寒冷，市
民不应该往路面上倒生活污
水等，避免污水结冰后影响
车辆正常通行。开车通过结
冰路面时，应该做到缓慢行
驶、不随意超车、保持好车
距，避免车辆发生溜车或侧
滑等。

晚报首席记者 翟华伟

这些路段易结冰
请您出行多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