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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职业学院新生开学

55335500名名““萌萌新新””来来港港城城学学技技能能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李

楠楠) 9月5日，烟台职业学院
新生开学报到，5350名新生从
各地来到烟台，未来3年将在
港城学习一技之长，开始自己
的大学生活。

5日上午，在烟台职业学
院办公楼东侧广场上，现场人
声鼎沸，来自各地新生正在现
场办理入学手续。据学校老师
介绍，今年烟台职业学院录取
了5350人，其中文科录取最高
分519分，最低分420分，分别比
去年高出35分和15分；理科最
高分459分、最低分355分。3+2
专本贯通培养最低429分，比去
年提升10分，66名考生成绩超
过本科线，招生数量及录取分
数继续位列省内高职院校前
茅。

今年录取新生多为“0 0
后”，其中年龄最小的新生出
生于2002年。但也不乏“大龄”
新生，年龄最大的新生出生于
1987年。今年学校新生中还有
四对双胞，其中三对兄弟，一
对姐妹。

来自潍坊的双胞胎兄弟
谭敬祥和谭敬禹提前一天就
来到学校报到。哥哥谭敬祥告
诉记者，兄弟俩是通过单独招
生考取的烟台职业学院，“报
考的时候，看好了烟台的环
境，也查了一下这个学校还不
错，是国家重点，我俩就一起
报考了。”谭敬祥说，“将来规
划就是好好学习，学好技能，
将来找一份好工作。”

学技能，好找工作，找好
工作，这是现场大多数新生和

家长的心声。据记者现场了
解，今年烟台职业学院报考最
热的专业前三名分别是会计、
计算机应用技术、商务英语。
其中，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计
划招收40人，实际录取201人；
录取人数最多的是会计专业，
录取了636人。

今年学校还新增了无人
机应用技术、城市轨道交通机
电技术、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
号技术等专业，录取情况也不
错。

近年来，烟台职业学院根
据产业发展，积极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需求，围绕产业设专
业，新增工业机器人、汽车新
能源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
智能产品设计与制造、工业设
计等专业开始成为骨干专业。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王瑶瑶) 9月
3日，烟台市中小学正式开学，
开始新学期。据悉，新学期第
一个月，各个学校仍然执行夏
季作息时间，下月起更换秋冬
作息时间。

9月3日早上，沉寂了一个
多月的中小学校园顿时热闹
起来。在芝罘区塔山小学，一
大早，一年级的新生们在家长
的带领下，兴高采烈地来到学
校。他们在进校门的时候先往
梦想心愿箱里亲自投入与爸
爸妈妈一起制作的梦想心愿
卡，心愿卡内写满了自己的美
好梦想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学校将珍藏这些心愿卡，等他
们毕业的时候，一起拿出了看
看孩子们实现了什么梦想，有
哪些进步和发展。通过让孩子
和家长一起设计投放心愿卡，
促使一年级新生们一入学就

设立好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并
且朝着梦想努力。

进入校门后，学校组织花
束礼仪队的同学们列队两旁，
夹道欢迎一年级的小伙伴。接
下来，新生们在班主任老师的
带领下，在花束礼仪队的簇拥
下，在同学们的欢迎声中走入
了学生的队伍。

在葡萄山小学，新学期的
校园粉刷一新，教学楼进行了
阳台封闭，使学生们课间活动
更加安全，新建的功能实验楼
十月就要正式投入使用。

据介绍，今年葡萄山小学
一年级相比去年增加了一个
班，共5个班。记者看到，每个班
级每名同学桌上都放置了写有
自己名字的桌牌，汉字加拼音，
方便同学和老师快速相互认
识。“开学第一课，老师们主要
是让大家逐步适应学校生活。”
葡萄山小学一年级5班班主任

张艳艳告诉记者，“这个阶段，
家长和孩子要做好三方面的工
作，一个心理适应，从幼儿园到
小学逐渐过渡；物质上的准备，
上学各类文具的准备；还有对
学校规则制度的适应。”

“从上午上课情况看，孩
子们的适应情况还不错。”张
艳艳说，“仅有几个男生有点
坐不住，上课会搞一些小动
作，正在逐步纠正改善。”

据悉，新学期第一月，各个
中小学还执行夏季作息时间，其
中芝罘区小学早上8点上课，中
午11点30分放学，下午2点40分上
课；下午5点放学。初中早上8点
上课，中午11点55分放学，下午2
点10分上课，下午5点40分放学。
高中早上7点50分上课，中午11
点40分放学，下午2点上课，下午
5点半放学，晚自习从晚上6点20
到8点50分。从10月1日起，各个学
校将执行秋冬作息时间。

烟烟台台市市中中小小学学开开始始新新学学期期
芝罘区下月起更换新的作息时间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李
楠楠) 记者从滨州医学院获
悉，滨医2018年入学新生学费
将实行学分制收费，每学分为
100元。2017级及以前入校的学
生仍按原办法执行。

据悉，近日，山东省物价
局、山东省财政厅发布《关于
山东艺术学院等12所高校学分
制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同
意滨州医学院等12所高校的学
分制收费改革方案，滨医从今
年新生开始实行学分制收费。

学分制，是指本专科学生
以取得的学分数作为衡量和
计算学生学习量的基本单位，
以达到基本毕业学分作为学
生毕业主要标准的教学管理
制度。学分制收费，是指按专
业注册学费和学分学费两部
分计收学费的收费管理制度。
专业注册学费是指对不同专
业收取的年度学费；学分学费
是指以学生修读的学分为计
算基础收取的学费。

学分学费按学生修读课
程的学分计收，学分收费标准
不分专业，每学分为100元。新
生入学时，先交纳第一学年专

业注册学费。选课完成后交纳
第一学期学分学费；其后每学
期选课结束后交纳该学期的
学分学费。专业注册学费于每
学年开学前交纳。学生在学校
规定时间内交纳专业注册学
费后方可注册、选课，交纳学
分学费后方可取得修课和课
程考核资格。申请国家助学贷
款交纳学费或确因家庭经济
困难无法及时足额交费的，经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认定
后方可注册、选课。

学生提前修满培养方案
规定学分可以提前毕业的，根
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结算专
业注册学费，按实际修读课程
学分结算学分学费。

学生在基本修业年限内
未修满培养方案规定学分延
长修业年限的，按照学校有关
规定，在校延期修读的，应当
交纳专业注册学费和重新学
习课程的学分学费；离校延期
修读的，应当交纳重新学习课
程的学分学费。

“实行学分制改革后，对
学 生 主 要 有 三 个 方 面 的 影
响。”滨州医学院教务处学籍

管理科科长王希杰说，“一个
是收费变化，一个是选课更多
样，最后一个就是弹性修业年
限。”

学分制学费重在“学分”。
王希杰说，一个班上学生选的
课程不同，相应的学费也就不
同。针对家长关心的学费是否
上涨？王老师说，按照政策要
求，学分制改革后学费在原来
基础上上浮不超过10%。

“学分制最大的变化就是
学校提供给学生的选修课更加
丰富，可以促进学生个性的发
展。通过自主选课，理论上能够
实现每名学生都有自己单独的
课程表，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安
排有了更大的自主权。”王老师
说，“丰富的课程、相应的师资
和教室以及各类实验设备等条
件也要跟上，这也是费用增加
的部分原因之一。”

“改革后，学生修业年限
也随之弹性化。”王希杰说，5年
制普通本科专业，实行5-10年
的弹性修业年限；4年制普通本
科专业，实行3-8年的弹性修业
年限；3年制普通专科专业，实
行3-6年的弹性修业年限。

滨滨医医新新生生开开学学实实行行学学分分制制收收费费
每学分收100元，2017级及以前入校的学生仍按原办法执行

在报到现场，记者了解，
今年录取新生多为“00后”，
其中年龄最小的新生出生于
2002年。但也不乏“大龄”新
生，年龄最大的新生出生于
1987年。

出生于2002年的孟丹来
自临沂，被学校食品与生化
工程系药品生产技术专业
录取。“我上学的时候跳了
一次级，没有上小学6年级，
直接上的初中。”孟丹说，

“我出生在烟台，当时父母
在烟台打工，我当时在烟台
芝罘区一直生活到上小学
前，对烟台很有感情，我周
边不少亲戚现在也在烟台，
所以报考大学的时候，我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烟台的学
校。最终筛选后选择了烟台
职业学院。”

“大学生活，我希望自己
能好好学习，学好专业知识，
学好技能，毕业后争取留在
烟台工作。”孟丹说。

年龄最大的新生出生于
1987年，来自日照，已经结
婚，现在孩子三岁多。她被学
校旅游管理专业录取，在报
到现场，她告诉记者，自己
2006年的时候参加过高考，
但没考好，后来就工作了。但
工作后发现自己的文凭不
够，知识不够，所以今年鼓足
勇气再次参加高考。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祝老师节日快乐”“老
师您辛苦了”一声声从教室
中传出来……

9月10日，为庆祝第34个
教师节，发扬尊师重教的优
秀品德，激励教师无私奉献
的良好品质，牟平实验中学
举行教师节庆祝活动，以“不
忘师恩，快乐成长”为主题，
全校32个班级，1600余人以班
级为单位举行庆祝活动。

表演节目为自学生自编
自导，虽不算精萃，但足以表
达出学生的那份情、那份爱。
师生同台，或说或演，或笑或
谈，更是一片祥和，其乐融
融。庆祝期间，学校领导班子
到每个班级进行庆祝，并为

50周岁的老师赠送鲜花，表
达学校对他们的尊重和祝
福。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
惑也。每个人的学习成长过
程中，教师占据着举足轻重
的位置。所谓“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正是有了教师们孜
孜不倦的教诲和“润物细无
声”的默默付出，才有了各种
人才的涌现、社会的日渐美
好。老师们一致表示，以教师
节为契机，为人师表，牢记使
命，全心全意投入到教育教
学中去，为孩子们的健康成
长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
讯员 李玉春

牟牟平平实实验验中中学学师师生生同同庆庆教教师师节节

5350名新生从各地来到烟台求学，未来3年将在港城学习一技之长。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葛头条延伸

报到现场一下来了四对双胞胎

在烟职新生报到现场，记
者了解，今年学校新生中来了
四对双胞胎，其中夏业同、夏
业心兄弟俩来自莱芜，分别被
学校信息工程系计算机应用
技术专业和软件技术专业录
取；谭敬祥、谭敬禹兄弟俩来
自潍坊，分别被学校电气与电
子工程系智能产品开发专业
和艺术设计与公共管理系酒
店管理专业录取；杨鑫宇、杨
鑫翼兄弟俩来自淄博，分别被
学校电气与电子工程系电力
系统自动化技术和电子信息
工程技术专业录取；朱红赟、

朱红晔姐妹花来自龙口，分别
被学校食品与生化工程系药
品生产技术和食品质量与安
全专业录取。

来自潍坊的双胞胎兄弟
谭敬祥和谭敬禹提前一天就
来到学校报到。哥哥谭敬祥告
诉记者，兄弟俩是通过单独招
生考取的烟台职业学院，“报
考的时候，看好了烟台的环
境，也查了一下这个学校还不
错，是国家重点，我俩就一起
报考了。”谭敬祥说，“将来规
划就是好好学习，学好技能，
将来找一份好工作。”

报到新生最大31岁最小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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