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4 2013年9月10日 星期二

编辑：鲍征 美编/组版：武春虎

今日烟台

关注

开学

齐鲁晚报：最近，山东提出
了要建立高校分类体系，按照
应用基础人才、应用人才、技能
人才三个培养方向，加强引导，
加大投入。作为半岛唯一的一
所财经类高校，省内两所财经
高校之一，我们的定位目标是
什么？

刘全顺：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认为，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最
核心的一个定位。办学定位要回
答的根本问题是“办什么样的大
学，怎样办好大学”。我们的目标
是：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商科优
势明显、人才培养质量较高、社
会声誉良好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特色名校。

具体一点讲，我们根据区域
发展的需要，立足办学历史和办
学水平，学校明确了“六定位”：
发展目标定位——— 建设有特色
开放式应用型工商大学；办学类
型定位——— 教学型地方性财经
院校；办学层次定位——— 以本科
教育为主，适度发展研究生教
育；学科专业定位——— 以经济、

管理学科为主体，经、管、文、法、
理、工协调发展；服务面向定
位——— 立足蓝色经济区，面向经
营管理一线，服务地方发展，服
务煤炭行业建设；人才培养定
位——— 培养具有新儒商精神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齐鲁晚报：财经类专业这些
年都很热门，您认为现在是否有
些过热？另外，同类院校免不了
要对比，那么与山东财经大学相
比，我们的特色是什么？

刘全顺：应该说确实比较
热，比如有的学校会计专业学生
人数占到了全校人数的一半，这
就很不正常。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特色，近
两年我们对办学特色作了新的
凝练和概括，即“商蓝融合，煤经
渗透，培养具有‘新儒商’精神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商蓝融合，
面向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依托
学校地处沿海的区位优势和商
科见长的教育资源优势，全面融
入国家“蓝黄”发展战略，服务涉

“蓝”产业发展；煤经渗透，面向

煤炭行业，依托学校煤炭行业院
校的传统优势和煤炭经济研究
见强的研究资源优势，加强与煤
炭企业的合作交流，促进煤炭专
业知识与经管学科交叉渗透，服
务、引领煤炭工业发展。

我们要培养具有“新儒商”
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立足
齐鲁文化区位优势，彰显商科文
化特质，以儒育人、以商铸才，促
进商经、商工、商法融合，培植积
极进取、义利兼顾的“新儒商”文
化，培养基础扎实、作风朴实、适
应能力强、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

齐鲁晚报：为什么我们要提
“新儒商”精神，其具体内涵是什
么？

刘全顺：我们的学校是一个
商科学校，同时我们山东又是儒
家文化的发源地，我们提“新儒
商”精神，对于社会来讲，是要以
先进的大学文化引领社会文化，
加强“新儒商”文化中的“胶东儒
商文化”建设，也是烟台市打造
胶东文化龙头城市建设的需要。

对于我们学校来讲，弘扬“新儒
商”精神是学校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努力争创山东省“应用型人
才培养特色名校”的迫切需要。

“儒商”，简单讲就是具有仁
爱之心的、有道德的、有社会责
任感的商人。儒商与一般商人最
本质的区别就是非常重视商业
道德，不义之财不取。

我们提倡的“新儒商”精神
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为主导，自觉以儒家传统文化精
髓为自身品格修为，积极进取、
义利兼顾、与时俱进，具有强烈
社会责任感的精神。

培培养养““新新儒儒商商””精精神神的的学学生生
新学期本报记者对话山东工商学院院长刘全顺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李君

9月9日，山东工商学院举行2013级新生开学典礼，院长刘全顺为全校
5000多名新生上了大学生活第一课。随后刘全顺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希望
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这里找到发展的天空，成为一名具有“新儒商”精神的人。

电脑一开一关

一天就过去了
9日上午8点，山东工商学院5000余

名新生在开学典礼上聆听了院长刘全
顺的迎新讲演。刘院长不少轻松而深
刻的语录在新生中流传，被称为“刘氏
语录”，现整理几段，与大家分享：
1、一根火柴的威力

一根火柴只值几分钱，一栋房子
价值可能是数百万。但一根火柴可以
烧毁一栋房子。一根火柴是什么？是
同学发生纠纷时的冲动，是考试作弊
时的侥幸，是晚上不下网、早上不起
床的懈怠，是谈情说爱时的沉迷与放
纵……在我们学校，就曾有个别学生
因为类似的“火柴”烧毁过自己人生
的“大厦”，断送了自己的大学生涯。
2、人生的“三品”

一个学习不好的人可能是“次
品”，一个体质不好的人可能是“废
品”，一个品德不好的人就是“危险
品”。
3、不要成为电脑的“附属品”

老舍先生曾说：“人生最值得纪
念的是‘大学生活’那一段，它是清醒
的、意识的、自动的、努力向上地生
活，而且是后半世生活的根基。”有些
同学本来也有宏伟的学习计划，可是
电脑一开一关一天过去了，到晚上关
机时，所有美好的方案都如眼前的屏
幕一样，一黑屏就全都归零了。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样一个现代
版的关于成功的公式：“成功=3%的
才干+97%不被互联网分散的精力”。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开学学生垫资

为家长找住处
9日，山东工商学院学生会收到

了一名大学新生送来的感谢信和锦
旗，上面写着“真情服务，温暖学子”，
感谢学生会的同学在新生报到期间，
为一对来自临沂的新生父女垫资安
排住处。

大学开学期间，大学周边的旅馆住
宿普遍紧张而且价格不菲。9月6日晚上
11点左右，山东工商学院学生会工作人
员郭鸿顺根据学校安排，正在自己所在
的区域巡查新生报到情况。走到南门
时，他发现了一对父女老是在那里溜
达。“我上前一问，原来是临沂来的新
生，一直找不到住处。”郭鸿顺说，他就
把他俩带到了学生会办公室。

随后，郭鸿顺开始联系其他同
学，好不容易在清泉寨方向找到了一
个旅馆，“不过，当时父女俩全身上下
才100多元，住宿费要300元，怎么办？
我们觉得先安排住下吧，我们几个就
先给垫上了。”第二天，父女俩找到郭
鸿顺和他的同学们，说要还钱。“看到
他们确实挺困难的，我们当时就没有
要。”郭鸿顺和几个同学说，“就当给
新生一个见面礼了。”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开开学学第第一一课课，，想想想想““为为什什么么读读书书””
烟大校长开学典礼上寄语新生，做个名副其实的“读书人”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李楠
楠) 9日，烟台大学举行新学期
开学典礼，开学第一课，校长房
绍坤寄语全校近7000名新生，上
大学读书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学
位，更重要的是掌握学习方法、
获取专业知识、培养学术意识、
开阔人生视野，为未来职业人
生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每年开学典礼上，烟大校长
房绍坤都会以自己独特的发言
给全校新生带来不一样的大学
第一课，很多新生都很期待今年
房校长要讲什么。9日，烟台大学
新生开学典礼，近7000名新生终
于听到了自己的大学第一课。

“说到读书，对同学们而言，
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话题。同
学们从小学生成长为今天的大
学生，十几年寒窗苦读，翻了百
十本书，对读书自然熟悉不过。
但在上大学之前，同学们读的书
大多是教科书及相关参考书，读
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考试，
为了升高中、读大学。而上了大
学之后，读书的目的则有所不
同。”开学第一课，烟大校长房绍
坤开讲“为什么读书？”

“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获得
好的学习成绩，顺利拿到学位，
更主要的是为了掌握学习方
法、获取专业知识、培养学术意
识、开阔人生视野，为未来职业

人生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房绍坤说。

随后，为了鼓励和帮助大
家在大学四年做一个名副其实
的“读书人”，房绍坤还给现场

近7000名新生开了4个药方：要
具有宁静致远的境界；要具有
沙里淘金的智慧；要具有批判
质疑的精神；要具有手不释卷
的习惯。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9日，烟台市内5所高职
院校新生报到结束，2万多来自
全国各地的新生来到烟台，在
这里开始3年大学生活。虽然今
年驻烟高职院校招生取得了
不错的效果，志愿全部报满，
但最终招了多少学生还是要
看报到率，目前，不少高职院
校都不愿提及。

9月5日，烟台职业学院迎来
了5000多名2013级新生，烟台职
业学院是烟台高职院校中最晚

开学的学校，其他学校大多在8

月底就完成了报到。以往各个学
校报到结束后，一般都会公布新
生报到率，但到目前为止，烟台5

所高职院校中都没有公布今年
的新生报到率，当记者主动问及
时，只有山东商务职业学院提供
了新生报到率超过95%，其他学
校都打起了“哑谜”。

今年全省高考录取实行了
平行志愿，学生可以分尽其用，
学校也跟着沾光。8月7日，专科
(高职)批一志愿投档后，烟台高

职院校取得大丰收，几乎所有学
校第一志愿都“爆满”。一些专科
学校的录取最高分都超过二本
线几十分，其中烟台职业学院文
科最高分超二本线34分，山东中
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理科最高分
超过二本线58分，烟台专科学校
录取到了“本科生”。

“现在真不好说报到率。”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处一位老师说，“以前录取投
档比例是1:1 . 2，今年实行了平
行志愿后，变成了1：1 . 05，这一

变化使得学校的选择空间变
小，录取的学生比以前也减少
了；另外现在只有征集志愿，
取消了补录，很多学生录取是
被调剂的，内心本来就不愿
意，所以存在不报到的可能，
而以前有补录的政策，学校开
学后，未报到的名额可以拿出
来补录，而补录的同学一般都
会珍惜这个机会，基本都会报
到。没有了补录，报到率也就
无所谓了，而且报到率过低说
出去学校也不光彩。”

烟台高职院校新生报到结束

问问起起报报到到率率，，纷纷纷纷打打““哑哑谜谜””

上午九点，烟大开学典礼正式开始，所有新生在操场上集合。 通讯员 刘超 记者 韩逸 摄

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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