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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7月17日讯(记者
周国芳 通讯员 张超)

城市轨道交通的列车已经开
到泉城济南。在不久的将来，一
条条城轨巨龙将在泉城驰骋。
可以预见，轨道交通人才也会
成为就业的“香饽饽”。济南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济
南铁路高级技工学校进行地
铁技术人才订单培养，面向全
省计划招生315人，目前报名正
在进行中。

招生面向参加2016年夏季
高考的高中毕业生，并且高考
成绩达到山东省2016年高考高
校招生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

以上。此次招生面向山东生源，
优先录取济南市生源。

由于轨道交通工作的特
殊性，对学生身体素质有相应
要求，要求考生身体健康，无色
盲、色弱、无听力障碍。男性身
高1 7 0 cm及以上，女性身高
160cm及以上；两眼矫正视力均
不低于5 . 0，裸眼视力均不低于
4 . 2。电客车驾驶专业要求单眼
裸眼视力均不低于4 . 9，身高不
超过185cm。此次订单委培招生
的专业主要有机电技术、铁道
信号、内燃机车、车辆维修、电
客车驾驶和运营管理。

有家长担心，孩子如果上

地铁订单委培班，毕业后的出
路怎么样？就业情况好不好？据
了解，学生录取之后即签订培
养与就业协议书，如果学生各
科成绩合格，最终经过地铁公
司验收，有可能全部录用。

《济南地铁轨道交通人才
订单培养联合公告》明确，人才
订单培养班学制三年，地铁公
司验收合格后正式录用，享受
普通全日制大专待遇。轨道交
通专业学生免学费。

报名采取现场报名的形
式，考生可在7月31日前到济南
铁路高级技工学校校区招生
办公室报名。报名时需携带户

口本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准考证原件及复
印件，一张一寸(或二寸)近期免
冠照片。报名时需提供高考成
绩查询密码，无法查询成绩的
将视为无效报名。报名结束后，
经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将通
过学校官网公告、微信、短信、
电话等方式通知本人参加面
试，面试合格考生通知安排体
检，体检合格考生按成绩高低
依次录取。学校咨询电话0531-
87292819/2832/2879,15653108372、
15653108373。学校地址：济南市
槐荫区济西铁路生活区。学校
网址：www.sdjtgjx.com。

济济南南地地铁铁订订单单委委培培全全省省招招生生331155人人
免学费读轨道交通专业，报名截至7月31日

过过半半崇崇拜拜演演艺艺明明星星，，科科学学家家粉粉丝丝不不到到一一成成
专家：鼓励孩子多追健康、向上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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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微博上热传的小学生追星掀“世纪骂战”的视频令网友们哭笑不得。此前，本报曾报道过12岁女孩由于对某韩国明星
的迷恋而离家出走。在“全民追星”的时代，小学生俨然成了“追星”的主力军。

对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来说，他们都喜欢什么类别的明星呢？关于学生追星，家长们又应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本报
记者针对“追星的是是非非”深入校园，对小学段到高中段的学生展开了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学生崇拜演艺明星星，科学家的
粉丝竟不到一成。

专家：

追星不是“洪水猛兽”，

关键在正确引导

相比之下，学生们更爱演艺
明星，对科学家却鲜有崇拜。对
此，山大二院心理咨询科副主任
医师郭公社分析，家长们对孩子
娇生惯养，享乐主义盛行，致使孩
子们变得无法吃苦，心里普遍形
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当个娱乐明
星很容易，甚至唱首歌都能一曲
成名，做个科学家却需要付出太
多努力，太难。

山师附小的心理咨询老师孙
丽娜认为，孩子们在结合自己“痛
苦的学习经历”时，很可能得出的
结论依然是“做科学家太难。”“科
学家数量少，且宣传也不多，由于
家长及老师的引导力度不够，孩
子们对于科学家虽然向往，但是
距离远，几乎成为遥不可及的梦
想。”孙丽娜分析，娱乐明星们独
有的引发共鸣的特质、“无孔不
入”的宣传及学生之间的追星氛
围也是导致学生们更喜欢娱乐明
星的重要原因。此外，五六年级到
初高中的孩子们有自己的交友
圈，有共同的话题和爱好，难免会
形成这种追星氛围。

对于如何在追星方面引导孩
子，郭公社表示，首先家长需要改
变思想，不要灌输孩子“坐享其
成”的观念。“多锻炼孩子们的吃
苦能力，让他们知道，虽然做个科
学家太难，但是仍然要去努力拼
搏，这样才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孙丽娜建议，家长们应该正
确引导，而不是对孩子们的追星
行为极力反对，这样反而使孩子
们的叛逆心更加强烈，“每一个明
星的背后都有正能量的东西，家
长们应引导孩子们学习明星身上
好的东西，比如他们优秀的品质
及好的性格，努力和坚持的精
神。”

“我觉得追为人类做出杰出
贡献的科学家，像《美丽心灵》里
的那什，有智慧人格的类型，像福
尔摩斯，甘道夫，或影视剧中有道
德勇气的人物，如哈利·波特等。”
省城一小学班主任杨洋表示。

超一半学生通过买“明星周边”支持偶像

孩子们崇拜哪类明星？本
报针对学生追星进行了在线问
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崇
拜演艺类明星(含电影明星和
歌唱明星)所占比例为51%，其
次是作家，占17%，紧随其后的
是体育明星，占15 . 1%，喜欢科
学家的学生占比仅仅为9 . 4%。

调查中，并非所有追星的
学生，都会有疯狂的举动。“送
给偶像礼品”仅占了1 . 9%，超过
一半的学生会通过购买专辑、
书籍、杂志等来支持自己的偶
像。被问到“当你最喜欢的偶像
有最新动态的时候，你一般会
看多长时间”，35 . 8%的学生表
示有空就看，26 . 4%的学生视情
况而定。通过微博和微信与偶

像粉丝进行交流的分别占了
41 . 5%和26 . 4%。没有被调查者
在“粉丝会费及活动经费”上产
生消费行为。

另外，有接近一半以上的
学生在问卷里认为追星正常，
但是应该追健康向上的明星。

据了解，心理学研究发现，
对明星和英雄的偶像崇拜一般
会在14-16岁达到峰值，并随着
年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对杰
出人物的崇拜会随着年龄的增
长、批判性思维的日臻成熟而
呈上升趋势，并在20-22岁达到
峰值；对父母长辈等身边人物
的崇拜，会随着孩子年龄增长、
独立性增强呈现明显的下降趋
势。

在不少老师的眼里，学生
们追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孩
子追星很正常，资讯这么发达，
日常生活的平庸，孩子们成长
过程中“偶像崇拜情结”，都会
引发追星。何况，这些“星”都是
俊男靓女，爱美之心，人皆有
之。”省城一小学班主任杨洋表
示。

据相关媒体报道，杭州市
青春中学的语文老师陈国庆在
班里做过一项调查，孩子们的
偶像有电影明星、体育明星、作
家、网络红人，甚至还有人直接
填了自己的大名。“比起担心学
生追星，我更担心他们没有偶
像。任何明星都有值得学生们
借鉴的品质，所以要尊重学生
的选择。”陈老师说。“我认为追
星，其实是学生与世界对话的
一种方式，如果没有偶像，如果
学生们变得很冷漠，那才是最
可怕的。”

模仿电视剧情节，耽误学
习时间，甚至背着家长偷偷去
看明星的演唱会……历数追星
的种种负面影响，许多家长们
都是谈“星”色变。那么，家长眼

中正确的追星姿势是什么样的
呢？

“学习之外的时间适当有
自己喜欢的充满正能量的明
星，还是不错的。”济南市长清
济师附小小伊的家长吕女士告
诉记者。据吕女士介绍，小伊刚
上小学第一学期的时候体育不
达标，后来喜欢看综艺节目《奔
跑吧 兄弟》，喜欢上了明星鹿
晗，觉得鹿晗又帅又善良，会唱
歌，会跳舞会弹钢琴，跑得也好
跳得也好。从此以后，小伊参加
体育活动变得特别积极，下学
期的体育成绩就合格了。“如果
追星的话，其实可以把他们作
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先学好习，
再像他们一样焕发光彩，甚至
比他们更加闪耀。”吕女士说。

在杨洋的班里也出现了被
偶像的正能量激励的学生。据
杨洋介绍，班上有不少女孩子
喜欢《哈利波特》里的赫敏，其
中一个女孩是个典型的“学
霸”，每次考试都要考第一，“潜
移默化，这几个孩子也很有进
取心，你追我赶，成绩大有提
高。”

因喜欢鹿晗，变得热爱参加体育活动

本报记者 周国芳 实习生 韩晓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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