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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长长考考生生““挤挤爆爆””本本报报高高招招会会
7月27日还将举办专科咨询会专场

本报聊城6月26日讯(记者 李
军) 26日,山东省高考招生咨询会
聊城分会场在开发区振华购物中
心前广场开幕,咨询会现场火爆,家
长和考生把各个咨询台挤得水泄
不通。

“稍等一下,一个一个来,我慢
慢给大家解答。”26日,在咨询会现
场,不少招生人员一入场就被考生
和家长纷纷“包围”,招生老师有的
面对十多个人同时咨询,忙不过来,
边解答边维持秩序。

记者了解到,在咨询会现场,不
少考生都是全家出动,有的连年迈
的爷爷奶奶都来“助阵”,还有不少
考生一大早从东阿、莘县等县里
专程赶来,也有不少考生来自外地,
有的还从泰安、德州等地赶来咨

询。
在咨询会现场,就业情况受到

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现在大
学生毕业后很难找工作,这两年情
况更糟了,我就想找个好就业的专
业。”小李来自莘县农村,今年考了
591分,他说,学校不是最重要的,只
要专业好 ,好就业就行。与小李一
样,很多考生开口咨询的第一个问
题不是学校的录取分数线,而是就
业情况。专家表示,这些问题一方面
说明孩子们比较理性和现实,也说
明考生普遍对未来有心理压力。

招生人员与考生面对面交流,
根据考生高考分数,帮助考生合理
填报志愿,了解不同院校及专业,选
择一所好的大学。此次高招会让
聊城考生在家门口就能够全面、

直接地了解各高等院校的招生政
策、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等信息。

同时 ,本次高招会充分利用
《齐鲁晚报》多年的高招会举办经
验,邀请多位高校招办主任参加,高
招会现场还会有省多位报考专家
坐阵 ,负责解答各种疑问。这些专
家都有着多年参与高考报考的经
验,可以说是志愿报考的权威。

本次高考招生咨询会是本报
举办的第22届高招咨询会,每年分
综合场与专科(高职)场举办两次。
根据山东高考录取相关工作安排,
7月27日为专科专场咨询会，地址
为聊城开发区振华购物中心前广
场(东昌东路和黄山路交叉口东南
角),时间为8:00-17:00。咨询电话:
13869550608。

暑假电子产品迎来网购黄金期

手机、电脑成促销主打
一直以来，暑期是手

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销售
黄金期。今年夏天，“广发分
享日”首度携手天猫电器城
为广大消费者推出了一顿
丰盛的优惠大餐。

记者采访了天猫商城
的店家刘先生，他告诉记
者：“进入暑期，我们店的点
击率和下单量都明显上升
了。”当记者问及出现这种

现象的原因时，刘先生继续
说到：“暑期是消费者购买
电脑、手机、空调等电子产
品的高峰期，而在我们天猫
上本来就可以享受一定的
折扣，最近又因为天猫跟广
发信用卡合作推出了一系
列优惠活动，所以就更吸引
顾客了。”

据介绍，即日起至6月30
日，在“广发分享日”活动期

间登陆天猫电器城购买商
品，均可参与全场电器满200
元(含)立减100或指定单品
半价秒杀的活动。

采访到最后，该工作人
员还提醒：“本周五是天猫
电器城在广发分享日的最
后一个优惠活动日，之前没
有参与优惠活动的消费者
可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了，赶
快约上亲友一起开抢吧！”

6月中旬，聊城市光明
眼科医院员工到北戴河-秦
皇岛-避暑山庄旅游。医疗
行业是没有休息日的行业，
只要病人有需要医护人员
就必须随时上岗，而且作为
无假日医院，聊城市光明眼
科医院多年来坚持“患者第
一”，为了方便患者就诊，所
有的节假日一律正常应诊，
加之平常病人多，工作忙，

医务人员很少有机会开展
集体活动，一个科室的同
事，好几年了也可能还没有
一起吃过饭，因为任何时候
都要有人值班。

医院门诊办介绍说：
“关爱医院的每一位职工就
是关爱医院的发展，我们一
直坚持‘以人为本，关爱员
工，从点滴做起’。旅游作为
我们医院文化的一个优良

传统，我们将继续将它延续
下去。短期的旅游不仅可以
让员工从繁忙的工作中暂
时脱身出来得到很好的休
息，也能增强医院员工之间
的凝聚力，让大家在短暂的
休息后，以更饱满的热情、
更良好的状态投入到治病
救人的工作中，为水城百姓
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卫生
服务。” (李林)

聊城市光明眼科医院：

组织员工旅游建设和谐医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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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对各种压力，中年男
性常易感疲劳、时有失眠、体力
不支、免疫下降。所以事实上，中
年男性看似稳如磐石，却恰恰是
最需要大大“给力”的人群。

●优质蛋白不可少
安利营养顾问白霞介绍说，

在六大营养物质中，蛋白质在
“缓解疲劳、提高免疫”方面的功
能十分突出。蛋白质是生命活动
不可缺的营养素，譬如负责调节
机体各种生理活动的激素，如甲
状腺素、胰岛素和肾上腺素等都
是由蛋白质及其衍生物构成。分
泌不足时，人体很难应对压力下
的应激状态。

●B族维生素适补
与抗压能力密切相关的还

有B族维生素，人体缺乏时可能
表现出食欲下降、易疲劳、焦虑
等状态，应对压力的能力也会相
应下降。B族维生素是人体抗压
机制中的重要一员，长期面对压
力、时常熬夜的中年男性应适当
补充。

●积极运动莫忽视
中年男性也不可忽视锻炼

的意义，可根据兴趣爱好参与适
宜的运动项目，这不仅有助于增
强体质、活化心肺，更能协调身
心、舒缓压力。规律的运动配合
充足的营养，将令中年男性获得
源源不断的动力。

●做领导先提升脑力
中年男性在单位和家庭里

常处于重要的位置，很多时候都
在扮演权威或决策性的角色，想
要更冷静清晰地应对工作和生
活中的挑战，自然需要大量的脑
力、智力和记忆力的支持。而源
自银杏叶中的黄酮类物质，具有
促进大脑血循环、提升记忆力、
抗氧化和预防血凝块形成等生
理功能，中年男性适当补充可帮
助提升脑力、健康血管。

●小小元素大作用
限于事业拼搏和各种压力，

现代都市男性大多晚婚晚育，部
分男性甚至等到三、四十岁事业
有了一定基础时，才准备生育下
一代。因此，从优生优育的角度
考虑，男性在生育前的营养和体
质准备也很重要。例如微量元素
锌，不仅密切关系着免疫活性和
细胞分化，还在维持男性生殖健
康的完整和良好功能上起着重
要作用。而且，男性精液里含有
大量的锌，如体内锌不足，还可
能影响精子的数量与品质。

●好“色”不是错
诸多植物化学物质对中年

男性健康也有积极意义，如来源
于番茄、红萝卜或西瓜等红色蔬
果中的番茄红素，不仅具有强大
的抗氧化性，对预防中年男性前
列腺肥大、前列腺癌的发生也有
积极的意义。

山东大学德国安哈尔特大学预科项目的展位前，招生老师正在向家长和考生详细讲解，出国留学成了热门选择。

选大学挑专业

不少考生很“迷茫”
“ 我 从 来 没 想 过 报 哪 个 专

业。”“对外汉语好吗？学小语种
好还是中文好？”2 6日上午 ,在咨
询会现场 ,不少考生在咨询时表
示很“迷茫”。

来自东阿的考生小维说 ,他
是一名理科生 ,高中三年学习期
间 ,只知道拼命学习 ,对大学和专
业都不是很了解 ,高考成绩出来
后 ,他考了590分 ,他想了很久 ,发现
对报考大学和专业很迷茫。他说 ,

高中时候只知道语数外、理化生
这些科目 ,对大学专业很“模糊”。

“老师说好好学习就行 ,其他
的高考完再说。”来自莘县的女
生小林说 ,她和三个同学一起来
咨询会 ,了解到适合文科的专业
有“小语种”、“对外汉语”“中文”
等专业 ,此前她从来没考虑过学
什么专业 ,也未在高中期间注意
积累过这些方面的知识。

“很多考生没有提前做‘功
课’,对大学和专业情况很迷茫 ,还
不如家长了解的多。”省外一所
大学招生老师表示 ,很多考生高
中时埋头学习 ,没有重视自己的
爱好和性格 ,提前了解自己将来

适合学习什么。“目前高中大多
功利地教孩子努力学习 ,考上大
学 ,但缺乏规划教育 ,高中学校应
该教育学生提前规划自己的人
生 ,不至于到高考结束后还是很
迷茫。

成绩不理想

出国成选择
2 6日上午 ,在高招会现场 ,国

内外高校联合办学的展位前聚集
了不少考生和家长 ,考分在 4 5 0 -
550之间的考生 ,因在国内上不了
好大学 ,不少人都打算出国留学。

在山东大学德国安哈尔特大
学预科项目的展位旁 ,七八位考
生和家长咨询出国留学的信息。
该展位工作人员解答考生和家长
的疑问、发宣传单、登记有报名
意向的考生信息 ,忙得不可开交。

经过一系列咨询后 ,考生小
张在该展位的信息表上写下自己
的信息。“我今年考了500分左右 ,

这个成绩在国内上不了好学校 ,

现在家庭条件还可以 ,而且父母
都支持 ,所以想出国留学。”小张
说 ,选择德国留学 ,是因为他有个
哥哥在德国定居 ,到那里会有人
照应。

咨询山东大学德国安哈尔特

大学预科项目的考生一般在4 5 0

分到550分之间 ,而其几年学费在
几十万 ,这是普通家庭承受不起
的。当天 ,咨询出国留学的考生和
家长不在少数 ,这些考生大多分
数不理想 ,家庭条件又不错。

考生家长

更青睐省内大学
“在省内上学离家近 ,就业还

能找找关系。”一位家长说。26日 ,

在咨询会上 ,除浙大等外地名牌大
学受到关注外 ,本地高校依托地缘
优势同样受到考生和家长青睐。

26日 ,山东大学、济南大学展
位前围得水泄不通。“这些都是省
内的好学校 ,不一定非得到外地上
学。”一位家长说,孩子本来想去外
地 ,但考虑再三还是觉得省内更习
惯，离家近也方便照顾。张先生的
儿子今年考了625分 ,他把主要目
标放在了省内高校。“还是想让他
在省内上学 ,出去可能就不回来
了。”张先生的儿子是独生子,他和
妻子都希望孩子不要离自己太
远。

一些本地高校实行新政策吸
引考生报考 ,入校后可以调专业
的新政策。在校期间 ,学生还可以
辅修第二专业 ,拿两个学位。

中年男性易疲劳
蛋白质不可缺少

左边车身效果(牧场)

现场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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