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新区初级中学：

举办歌咏比赛

近日，烟台高新区初级中学
成功举办了2014年度校园艺术节

“传递正能量，唱响红歌会”为主
题的歌咏比赛。通过比赛展现了
学生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
风貌，表达了学生对美好祖国、美
丽校园的热爱之情。

通讯员 杨丽媛

莱山区黄海路小学：

开展好书推荐会

近日，莱山区黄海路小学开
展了以“畅谈好书快乐共享”为主
题的“校级好书推荐会”活动。本
次活动，既充分锻炼了学生们的
口才，使全体同学有了觅到好书
的平台，还让每一位学生都能与
好书交朋友，与智慧牵手，引领全
体同学共享好书，激发了全体学
生读书的积极性，营造了浓浓的
校园书香气息。

通讯员 张武华

牟平区文化二中：

举行家长开放日

为了促进健康教育，牟平区
文化二中开展“家长开放日”活
动，家长走进课堂，亲眼看看自己
的孩子课堂上的表现，亲耳听听
孩子们如何发表自己的见解。

通讯员 邹积宣

烟大附中：

推出心理健康周

烟大附中近日推出了“心理
健康教育活动周”。通过举办心理
健康教育辅导活动课，观看励志
心理电影，进行心理故事读书征
文活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制作
心理健康专题黑板报等活动，有
效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通讯员 任冰冰 石彦丽

烟台双语实验小学：

举行义卖义捐活动

近日，烟台双语实验小学举
行了“红领巾跳蚤市场”义卖义捐
活动。义卖结束后，学生们将义卖
所得6279 . 7元捐赠出来。表达了全
体少先队员的浓浓的爱意和深深
的祝福。进一步培养队员关心他
人、关注身边有困难的小伙伴，奉
献爱心。

通讯员 孙巧玲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

在技能大赛上获佳绩

近日，烟台城乡建设学校工
程科在烟台市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上取得骄人成绩，参赛选手包揽
了多个项目的一等奖。此次成绩
的取得，是学校近年来不断深化
职业教育改革，全面提高办学水
平，强化人才培养质量成果的集
中体现，同时也展现了工程科实
训教学的成果和师生的风采。

通讯员 周希英 孙燕

烟台七中：

给家长开心理讲座

近日，烟台七中借家长会之
际，邀请了烟台心康学校校长于
敬东，给各位家长进行了心理健
康教育讲座，家长们都感觉受益
匪浅，有的家长还将这次心理健
康教育讲座的全过程用手机录下
来，回家后与孩子一起沟通，并收
到良好的效果。

通讯员 赵良河

高考志愿填报是一门学
问，高考结束以后，考生和家长
准备报考的时间特别短，资料
也非常有限。有些学生和家长
会向学校的老师、校长或者向
高校专家咨询，但是中国有各
种类型的高校，几千所院校，如
何能在如此多的学校中选出适
合自己的学校？

对此，原斌老师建议，学
生和家长在选择学校时要对

感兴趣的学校进行多方面了
解，如此学校是教育部直属还
是省/市属？是否是“985工程”
或“2 1 1工程”院校？学校的优
势专业是哪些？学校的地理位
置及校园环境如何……在了
解这些的基础上，学生和家长
还应该对感兴趣的学校，尤其
是名称接近或相似的学校进
行比较，如安徽工业大学和合
肥工业大学，前者看起来名字

比后者高一级，其实恰恰相
反，前者只是安徽省属高校，
而 后 者 却 是 教 育 部 直 属 的

“2 1 1工程”院校，因此家长要
睁大眼睛仔细比较。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高考
志愿填报的信息，赶快预约来
听讲座吧！本次活动因场地有
限，仅限300席，想来听讲座的
家 长 赶 快 拨 打 电 话 ：
18660095750预约吧！

专刊记者 王双

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帷
幕，有孩子如脱缰的野马，天天
玩游戏，有的则因为考得不理
想而闷闷不乐。很多人都听过
高考前的心态调整很重要，其
实高考结束后同样是一个十分
敏感的时期，如果不注意及时
调整，常常会引发一系列的心
理问题。为此，6月11日记者采
访了滨州医学院心理学教研室
纪春磊老师。

根据多年的从业经验，纪
老师告诉记者，考生高考完后
很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

“考后悲观”，一种是“考后狂

欢”。“考后悲观”常出现在一些
平时成绩很好的学生身上，高
考本来十拿九稳，考后本是高
兴的事却一反常态把自己关进
屋子，觉得自己考砸了。还有一
种则是高考一结束就和朋友们
吃饭喝酒、去KTV唱个通宵，
接下来的几天更是整天泡在网
吧里，“忙”得不亦乐乎。一开始
还觉得精力充沛、为自己终于
获得“自由”而兴奋，几天后就
坚持不住了。

遇到这些情况，纪老师
建议，家长应立即疏导，不能
因为考完了就对孩子不关心
了。对于“考后悲观”的考生，
可 能 是 因 为 对 自 己 要 求 太

高，低估了自己的成绩，从而
产生悲观自责的情绪。而对
于“考后狂欢”的学生，家长
应 建 议 孩 子 把 握 好 狂 欢 的
度，不要因为狂欢过度而伤
害了自己的身体。对于考生
来说，应尽量使自己保持一
个平和的心态，既不要过喜，
也不必太悲。可以按照以下
几条建议，试着去调整心态：

1、考生要多与家长、朋友
沟通，家长也要对孩子进行必
要的疏导，帮助他们确立起正
确的思想认识，多去体谅宽容
而不要轻易责怪孩子。

2、考生要提高应对挫折的
能力，人的一生总会经历大大

小小的坎坷，没考好固然令人
难过，但伤心不是解决问题的
办法，在短暂的消沉之后一定
要重新振作起来，确定下一步
的目标，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

3、考生经历了紧张的复
习和考试，的确需要一段时
间来休息放松，但熬夜上网、
K歌、喝酒都不是放松的好方
式，考生可选择自己向往的
地方旅游，做一些自己感兴
趣但之前一直没有时间做的
事。

如果你是高三家长或者高
生，如果你对高考志愿填报有
困惑，可以加入本报高考QQ群
(221919441)一起讨论。

专刊记者 王双

高考过后，留学市场迎来
小高潮。记者走访了港城几家
留学中介和语言培训学校，了
解到高考后咨询留学及学习
语言的人数增多。北京科润留
学烟台分公司业务总监李岩
松告诉记者，从业几年来，每
年高考结束后，留学市场就迅
速火爆，今年也是如此，这几
天前来咨询的家长不断。“留
学低龄化”和“理性留学”的趋
势更为突出。家长不再一味追
求名校，更多的是针对孩子和
自身的家庭情况去选择国家

和学校。
李岩松介绍，如今，自费

留学的大众化，很多学生都有
高考和留学的两手打算。高考
结束后，学生们也有时间与家
长一起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近年来，留学市场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是差学
生才选择留学，留学的大军中
有很多“学霸”的身影。

国内名校竞争压力大，国
外教育资源好，学术氛围浓厚
等原因成为了很多学生选择
留学的主因。正在咨询留学的
张女士告诉记者，他的孩子在
烟台一中的实验班，平时成绩

在640分左右，如果孩子能在国
内选择一所理想的高校就让
孩子大学毕业后再出国，如果
不能如愿，她愿意让孩子去国
外读本科。之所以如此考虑，
张女士说，一是考虑孩子的年
龄，想让孩子再独立些；二是
如今国内就业压力大，很多搞
科研研究的工作都需要有海
外教育背景。

为了让更多的家长掌握
最新的留学资讯，本报将于6月
27日上午9：00，在芝罘区滨海
国际酒店2楼举办第12届烟台
国际教育展。届时，将会有来
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法国、瑞士、意大利、西班
牙、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十几
个国家百余所海外高中、大学
的招生代表齐聚烟台，与学
生、家长面对面交流，就学生
和家长关心的留学国家、院校
排名、签证事宜、就业情况和
留学费用等问题进行详细解
答与交流。
温馨提醒：

展会时间：6月27日上午9：
00-12：00

展会地点：芝罘区滨海国
际酒店2楼

预约电话：13688690081
18660095750

校园播报

高高考考志志愿愿填填报报讲讲座座1144日日开开讲讲
地点在金都大厦4楼，家有考生千万别错过

高高考考后后调调整整心心态态很很重重要要

第第1122届届烟烟台台国国际际教教育育展展2277日日开开幕幕

原斌，北京赢鼎教育
高级讲师、资深高考报考
指导师、职业指导师、大
学生KAB创业培训师、
工程硕士。

畅销书《高考报考
学》《别让高考报考毁了
孩子一生》《大学毕业年
薪十万》《考研全程策划》
创作团队成员。

多年从事高考报考
指导、大学生生涯规划、
就业指导和创业培训工
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涯决
策和高考报考经验，授课
学生逾万人。

专刊记者 王伟凯

紧张的高考已经结束，考生和家长接下来将面临又一个难题——— 志愿填报。为此，本
报将于6月14日(本周六)上午8:00在芝罘区金都大厦(建行烟台分行)4楼多功能厅举办高考
志愿填报讲座，如果你家里有高三考生，对志愿填报还了解甚少，那就抓紧时间预约吧！

■学生要对自己有准确定位

随着大学的增多，报考
的大学可选择范围在增大，
进入大学的人越来越多，怎
样报考就成为一个越来越复
杂的问题。但由于我们教育
体制的原因，我国学生从幼

儿园到高中没有时间了解自
己，也很少有机会接触社会，
很多学生对自己并没有准确
的定位，即使能了解自己的
兴趣所在，但是对现在各个
高校开设的各种专业并不是

十分了解。原斌老师建议，学
生首先要清醒地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的专长与兴趣，并
对未来有个清醒的规划，根
据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
进行填报。

很多学生在志愿填报时，
对专业了解仅仅停留在字面
上，比如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从
字面上很多人以为这是生物医
学专业，仅仅凭感觉觉得应该
适合自己便选择了该专业。然
而当学生走入大学开始学习时
才发现，学的内容与自己当初
的设想大相径庭，其实这个专

业与“电子工程”类专业相类
似，是研究X光机等生物医学
设备开发设计和制作的典型工
科专业。这时学生才发现这并
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因此
而追悔莫及。原斌老师建议，学
生和家长们要仔细分辨专业名
称的内涵，不要盲目填报。

对于热门和非热门专业的

问题上，原斌老师建议，学生家
长要综合考虑，并非所有热门
专业就一定拥有好的就业环
境，有的专业曾经是热门，而如
今却是就业“困难户”。学生和
家长在进行专业选择上，要充
分考虑专业目前及将来的就业
情况，对未来发展进行科学合
理规划。

■要弄清专业内涵不盲目填报

■要了解各个高校之间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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