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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今日青岛

市区天气

明天
晴，西北风3—4级，气温-4/3℃。

今天
今天白天，多云局部阵雪转

晴，北风4—5转3—4级，气温-3/
1℃；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3—
4级，气温-4/-1℃。相对湿度30%—
70%；郊区温度-8/1℃。

海洋预报

由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提供

今日滨海浪高1 . 5米，浪向西北，水
温9 . 3℃。第一次高潮07：41，潮高3 . 60米；
第二次高潮20：31，潮高3 . 85米。第一次
低潮0 2：3 3，潮高1 . 0 0米；第二次低潮
14：51，潮高0 . 35米。

本报记者 李晓闻

强化汉语能力，不能只靠考试

在
日前教育
部召开的

“汉语能
力测试试
点工作部
署会”上，

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
红指出，目前汉语使用环境和国民
的应用能力并不乐观，国人考汉语
很有必要。而此前就有多位人大代
表联名提出“加强汉语能力培养考

核”的议案(有媒体曾报道)。
教育部举办“汉语能力测试”

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当下，不少
国人的汉语应用能力确实堪忧。
随着各种外语和网络语言的冲
击，人们使用汉语越来越随意，汉
语原本的特色和语言魅力也受到
很大影响。特别是模仿能力强的
小孩子，他们应该学到最纯正的
母语，尽可能多地接受博大精深
的汉语文化的熏陶。

然而我们不能单纯依靠考试
来解决问题，尤其是在语言方面。

英语的四六级考试就是一个最直
观的例子。中国的大学生基本上
都经历过英语四六级考试，拿到
证书的也比比皆是，真正到了应
用层面，又有多少大学生能将学
到的英语脱口而出呢？为考试而
考试，为过级而过级，在中国，类
似的情况还少吗？

语言其实是和文化背景紧密
结合在一起的，决不仅仅停留在
发音、表意的层面。强化国人的汉
语能力，最根本的应该是创造有
利于中国文化发展的环境，充分

展现汉语的魅力所在，让大家由
衷地感受到汉语文化的博大精
深，意识到自身学习的不足，从而
主动追求进步。相反，如果仅仅是
设计了一门“汉语能力测试”，并
要求大家达到相应级别，而公众
还照样沉溺于各种“体”的网络语
言里自娱自乐，聊天时照样将外
语、网络语言夹杂其中，只是在考
试来临时才捧起书本抱抱佛脚，
那么“汉语能力测试”就成了英语
四六级的翻版，用处不大，反而给
年轻人徒增烦恼。

今明两天青岛气温继续降低
市区最低气温降至-4℃，郊区降至-8℃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张杰) 受冷空气
影响，14日夜间开始，青岛市大部分地区都出
现了阵雪天气，同时气温明显下降。15日，记者
从青岛市气象台获悉，16日、17日两天，岛城气
温将继续下降，市区最低气温预计降至-4℃，
郊区预计降至-8℃。

14日夜间开始，受冷空气影响，青岛市大
部地区出现了冷流阵雪，其中最大出现在即
墨，降雪量0 . 4毫米，其他大部地区仅有微量
降雪，市区降雪也不均匀，东部地区早晨地
面上覆盖薄薄的一层白雪，而西部地区则几

乎见不到白雪的影子。同时气温明显下降，
最高气温市区1 . 1℃，郊区在0 . 6℃—3 . 6℃之
间。最低气温市区-2 . 2℃；其他地区大多在
-3 . 8℃—-2 . 4℃之间。

据青岛市气象台预报，15日夜间到16日上
午，青岛市部分地区仍有短时小阵雪或零星小
雪，但大部地区降雪量较小。北风市区4—5级，
阵风7级，海上6—7级阵风9级，17日早晨的最
低气温市区-4℃左右，郊区-8℃左右，17日白
天到18日，冷空气减弱，天气晴间多云，气温小
幅回升。

热河路附近

部分用户今日停气

因延安二路燃气抢修
作业，16日下午1点至4点，
将对热河路、莱芜二路以
东，辽宁路、台东一路以
南，延安三路以西，芝泉
路、中山公园、京山路以北
所包括范围内的天然气管
道燃气用户暂停供应管道
燃气，下午4点至5点陆续
恢复供气。

据了解，停气期间市
民需要关闭燃气灶具及软
管前阀门。市民如有疑问，
可拨打热线电话12319进
行咨询。(记者 蓝娜娜)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杨林) 为期4天的
第三届山东国际汽车展将于12月17日在位于
崂山的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这也是今年青岛的
最后一场汽车展会盛宴。

记者了解到，本次车展的参展车型数量将
再次创出岛城历届车展参展车型数量之最，吸

引了东风本田、上海大众、雪佛兰、别克等来自
世界各地的主流品牌车型和兰博基尼、宾利、
凯迪拉克等品牌的顶级奢华豪车亮相车展。另
外，今年车展还将推出新车上市、激情试驾、微
博大赛、购车优惠让利等精彩活动，届时将为
广大市民打造一场超强震撼的车市视觉盛宴。

第三届山东国际汽车展17日开展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李晓闻) 2012年1

月20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晚7：30，由中共青岛
市委、青岛市人民政府、北海舰队、青岛警备
区、武警青岛支队联合主办的“2012年青岛市
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将在青岛大剧院举行。

本次晚会节目将以欢快、喜庆、联欢、互动
为主要特色，来自北海舰队、武警青岛支队、青
岛警备区近千名演职人员参与本场晚会的创

作。其中北海舰队200余名官兵将以歌曲大拉
唱的形式为大家表演拉歌“人民海军向前进”，
这也是青岛市首次有部队官兵参演的军民迎
新春文艺晚会。

另外，来自青岛京剧院、青岛茂腔剧团、即
墨柳腔剧团等单位将献上戏曲表演。本次晚会
的原创作品——— 献给青岛官兵的大型歌舞“英
雄花”也将成为晚会的亮点之一。

200余名官兵将参演“军民春晚”
香港东路附近

部分居民19日停水

因香港东路自来水管
道设施检修，19日晚8点半
至次日早6点半，将对香港
东路(山东头路口——— 麦
岛路口 )、海口路 (山东头
路口——— 麦岛路口)、东海
路(海口路口——— 麦岛路
口)、海江路、海川路、海青
路、海龙路、海宁路等两侧
用户停水降压。

据了解，通水时间将
根据工程恢复情况提前或
延长。停水期间请将家中
阀门关严，防止跑水。市民
如有疑问，可拨打热线电
话12319咨询，也可拨打高
新管线所电话88753887进
行咨询。(记者 蓝娜娜)

停水T

停气T

由青岛市气象局青岛市气象台提供

近日，记者从胶州马店镇获悉，2012

年度小麦种植面积核定工作开始以后，该
镇迅速行动，积极组织相关部门，严格按
照有关要求，认真核实小麦种植面积。严
把农民自报关，实地丈量关，汇总上报关，
小麦面积数据的录入关即“四关”。

马店镇核定小麦种植面积

严把“四关”

兴业全球基金日前发布公告，旗下明
星基金——— 兴全趋势基金将于12月20日
进行第七次分红，此次分红将以12月13日
为收益分配基准日，每10份派发现金红利
0 . 58元，除权登记日为12月20日，红利发放
日为12月22日。统计显示，在所有开放式
基金中，目前累计净值位于5元之上的仅
有8只。银河数据统计显示，截止到12月2

日，兴全趋势基金成立以来累计涨幅高达
473 . 88%，WIND数据显示，其过去六年收
益在全部混合型基金中排名第三。

兴全趋势每十份分红0 . 58元

过去六年业绩位列混合型基金第三

笔者获悉，正在热销的汇添富信用债
基金即将于12月16日结束募集，业内人士
表示，在股市较弱而债市走好的环境下，
信用债基金恰逢建仓良机。

对此，汇添富信用债基金拟任基金经
理王珏池也表示，信用债基金将迎来建仓
的好机会。

业内人士认为，债券的上涨从长期利
率产品开始，逐步转向高等级信用债，最
后转移到低等级信用债和可转债。目前，
债券牛市正全面发酵，债券基金的未来表
现仍值得期待。

迎建仓良机

汇添富信用债基金收官在即

理性看待大学生工资不及农民工
本报记者 张杰

九
年 前 ，陕
西农民韩
培印的儿
子考上大
学 ，他 坚
信儿子用

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为了
供儿子上学，他卖掉了家里值钱
的东西。当儿子大学毕业，韩培
印发现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
上当农民工的老韩自己(《中国青
年报》曾报道)。

辛辛苦苦供了几年的大学
生，儿子毕业后工资竟然不如自
己打工赚得多，陕西农民韩培印
的经历可谓让人惊异，但是静下
心来细细思量下，也并非不能理
解，随着用工荒的加剧，有经验
的农民工很受青睐，中国社科院
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

也表示，由于用工短缺，农民
工薪水提高，部分大学毕业生的
起薪不如农民工。

仅仅从表面上看，大学生工
资不如农民工等同于读书无用，
但是理性地想想，这二者之间绝

对不能划等号。首先，毕竟韩培
印的遭遇是一个个例，不能代表
整体的状况，总体上讲，多数农
民工的工资还是比大学生的工
资低，简单地将韩培印的遭遇等
同于读书无用，无疑犯了将个体
等同于群体的毛病。

另一方面，从未来职业发展
的空间上衡量，农民工和大学生
相比，大学生无疑更有优势，或
者说大学生的潜力大，可谓后劲
十足。虽然一开始二者可能处于
同一工资线上，甚至刚毕业的大
学生比农民工的工资要低，但是

大学生经过一定时间的职场锻
炼，工资上升空间潜力较大。虽
然农民工工资也要增长，但其增
幅不一定高过大学生。

因此，对于大学生工资不如
农民工这一现象，如果撇开大学
生就业大环境不讲，简单地认为
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这对于
大学生和农民工都不公平。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杨林) 15日，记者从
2011年世界柔道大奖赛(中国站)抽签仪式上了解
到，由于比赛不采取售票制，想要去现场观看比
赛的市民可以在每场比赛前一小时到场领取门
票观看。

青岛市体育局副局长宫成力表示，截止到15

日，来自61个国家和地区的694名官员、教练员、运
动员前来参加男女各7个项目的比赛，创参赛人
数历年之最。运动员中有7名奥运会冠军、17名柔
道世界锦标赛冠军、26名洲际锦标赛冠军。16日至
18日比赛期间，组委会没有进行售票，对柔道感
兴趣的市民可以在场馆随时领取赠票观看。

世界柔道大奖赛市民可免费看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张晓鹏) 15

日，楼山街道办事处组织管区各单位在刚
刚启用的楼山街道市民中心举办了“楼山
物流园”杯迎新年够级大赛。据了解，该中
心内分舞蹈排练大厅、书画创作研讨室等
30多个功能不同的活动室，将陆续对居民
免费开放。

据介绍，参加本次比赛的共有20余支
代表队伍，分别来自楼山管区的多个行
业，通过活动，既增进了居民之间的邻里
和谐，又加强了街道与社区、街道与企业
之间的沟通交流。此外，记者了解到，作为
此次活动的举办地点——— 楼山街道市民
中心是首次向居民开放，该中心总面积达
2200平方米，内分舞蹈排练大厅、书画创
作研讨室、多功能厅、绿色网吧、健身房、
棋牌室、优生优育沙龙等30多个功能不同
的活动室，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将逐步免
费对居民开放。

楼山街道市民中心

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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