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再考英语，学生晕了方向
┮春季高考取消英语，职高学生不再学英语
┮老师认为上大学还有英语考试，担忧学生难毕业
本报记者 张歆然

春季高考中外语考试取消，
菏泽部分中等职业学校随即便
将高三英语课调整为专业课，公
共英语的彻底丢弃，是否利于这
些职高学生发展呢？记者走访发
现，不少职业学校的高三学生感
觉取消英语考试太突然，而英语
老师认为通过减少英语分值来
逐步取消，更利于学生发展。

取消太突然，

前期努力全白费

山东省以往每年5月份进行
的高职对口招生考试变身为春

季高考后，英语考试被取消，菏
泽中等职业学校里正在复习备
考的学生们直呼：“取消得太突
然了！”而英语老师们也反映，不
管因何原因取消英语，一棒子打
死的作法的确突然，如果通过减
少分值来逐步取消，学生会更容
易接受。

菏泽市牡丹区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商贸专业教授高三英语
的侯老师告诉记者，当学校宣布
春季高考取消英语考试时，班里
不少学生哭了，“虽然职业学校
的学生基础相对差些，但不排除
有部分同学在英语的学习上下

了不少功夫，突然宣布取消，这
部分学生有点接受不了。”

景景是牡丹区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服装专业高三的一名学
生，英语成绩不错，100分的试卷
能得80分以上，“太突然了，头一
天还在做英语试题，第二天就宣
布高考取消英语，感觉之前的努
力全白费了，而且英语是我的强
项，学到的东西没有了用武之
地，挺难过的。”景景失落地说。

渴望保留一定分值，

别让学生丢了英语

往年的高职对口招生考试，
语数外各占100分，专业课400分，
总分为700分。2012年春季高考总
分和专业课分值不变，英语取消
后，语文、数学各增加50分，变为
各150分。而菏泽的部分高职学校
将高三的英语课取消后，转为专
业课，春季高考的重头戏依旧在
400分的专业测试上。

“高考取消英语，高三学生接
着就取消了英语课，高一、高二学
生对英语课虽然还未调整，但学生
的情绪已明显有了转变。”牡丹区
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一名高一英语
老师说，如果学生考上大学，也没

有英语测试，那么高中学不学英语
对学生能否顺利毕业就不会有影
响。但事实上，到大学还是要考英
语，如果高中3年没有学习英语，肯
定就丢了，进入大学后再想重拾，
相当困难。”

“希望高考英语能保留一定
分值，就算大学不考，部分专业
的学生也离不了。双语幼儿园渐
渐普及，幼师专业的学生丢了英
语，找工作就有难度；国外进口
机械的说明书多为英语，机电专
业 的 学 生 丢 了 英 语 便 不 占 优
势。”侯老师对学生“丢了英语”
表示担忧。

“去了趟厕所，座位没了”
考研临近，考生上演最后的疯狂
本报记者 李德领

“现在除了睡觉，其余时
间都在自修室学习。”距离研
究生还有半个月，菏泽大多数
考生处于近乎疯狂的状态。大
学老师认为考研还要以平常
心态对待，不要自我增加压
力。

去了趟厕所，座位没了

20日上午，记者来到菏泽
学院，偌大的自修室座无虚
席，学生们或者埋头做题，或
转着笔若有所思，学生上厕所
时来回的脚步声，成了自修室
内唯一的声响。

“我去年报考的中国海洋
大学，原本复习得很好，英语
考试没有发挥好，最终与梦寐
以求的大学失之交臂。”在老
图书馆复习的侯长振说，他家
是枣庄的，因为没有考上研究
生，感觉不服气，于是就在菏
泽学院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再
次向考研发起挑战。“上次没
有考上，现在我只能背水一
战，总得给家人有个交代。”

中文系的学生徐希敏告

诉记者，现在是考研冲刺阶
段，除了晚上睡觉，其余时间
都不回宿舍，她每天早晨5点
半起床，半个小时复习专业
课，然后回老图书馆背英语。

“还有半个多月就考试了，拼
了命也要坚持下来。”

“真差劲，去了趟厕所座
位就被占了。”物理系的小刘
气愤地拿着书从老图书馆出
来，老图书馆早晨6点开门，为
了能够占到座位，有的学生5

点半就在门口等着，“去晚了
就占不到座位。”

“我们宿舍一共8个人，其
中7个都要考研。”刚从厕所出
来的小王告诉记者，他们宿舍
的7位学生从去年都开始准备
考研，“现在大学生就业那么
困难，只能先提升自身水平，
以便以后找到好的工作。”

菏泽学院往届毕业生李
卓妮说，因为去年没有发挥
好，没能考上梦寐以求的学
校，毕业后，她依然决定再考
一次，“毕业，生活已变，但梦
想未变。又何不乘年轻，再多
博上一次？”

考研不是唯一出路

“其实现在想想读研也就
那么回事，现在都说研究生好
就业，但等到研究生毕业时，
那么多研究生，就业一样困
难。”在西南大学读研究生的
林盼盼说，现在她们宿舍有个
人，本科毕业时可以找份工
作，但她选择读研，现在很后
悔当初的选择。

“对于考研，要看实际情
况，不要别人考自己也跟着
考，如果毕业后能够找到一份
好的工作，也不错啊。”菏泽学
院大四学生李威说，他没有考
研，不是受不了那种气氛，主
要是感觉研究生不是很适合
自己，他现在利用别人考研时
间在找工作，现已经有几家不
错的公司向他抛来橄榄枝。

“现在回想起当初考研的
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在兰
州大学读研的杨蕊说，当初考
研时，有很多学生是因为害怕
就业而选择考研，其实一个人
不可能呆在学校一辈子，早晚

都要踏进社会，从某种意义上
说，对社会了解越早越好。“既
然选择考研，就要坚持下来，
无论最后能不能成功，都算是
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用平常心去对待考试

“成亦可喜，败亦欣然，要
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考研。”
菏泽学院中文系教授田智祥
说，考生们应放下思想包袱，
保持健康的心态非常重要，即
使没有考上研也不意味着你
以后不会成功。

田智祥说，临近考试，考
生们最好不要采用“拼命”的
方式，要记住身体是革命的本
钱，保证充足的睡眠、调理好
饮食、多做一些运动，然后轻
松而又自信发地复习考试才
是最明智的选择。

“对于考研，考生不要天天
想着一定要考上，这在无形中增
加心理压力。即便是没有考上，
也不用气馁，这样你就有机会更
早地阅读社会这本大书。”菏泽
学院中文系老师李瑾辰说。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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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菏泽12月20日讯(记者 邢孟
通讯员 李增强) 针对冬季小偷小

摸等现象加剧，开发区和平路派出所极
采取措施强化辖区安全防范工作，密织
安全防范网，有效提升群众安全感。

和平路派出所结合辖区实际，组织
民警深入辖区各单位及住宅小区，通过
民警温馨提示栏、发放宣传单、举办安
全防范讲座、LED显示屏发布警情通报
等式，向群众通报辖区治安状况、高发
案件犯罪手法，普及安全防范知识，教
授群众安全防范技巧。同时，通过“微
博”、手机短信群发、QQ群互动等形式
宣传安全防范知识，有效提升群众的安
全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

积极组织治保会巡逻队、保安、停
车场守护人员、商家店铺治安联勤人员
等群防群治力量加强对街面和小区院
落的巡逻守护工作，特别是加强对案件
高发时段和部位的巡逻守护，进一步挤
压违法犯罪活动空间，切实做到“白天
见袖套，夜晚见警灯”。

针对案件高发时段和高发案院落
的各类保卫力量履职情况和物防、技防
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并
及时进行督促，增添防范措施。争取办
事处和社区居委会支持，督促、协调相
关院落和单位及时安装电子报警狗、门
磁报警系统等物防、技防设施，保障设
施正常运行，最大限度地防范入室盗抢
犯罪的发生。

微博QQ群互动

民警支招安全防范

菏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龚合清做客市长热线———

“切实做好养老保险惠民工程”
本报菏泽12月20日讯(记者

李凤仪)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工作任务繁重、面广量大，事关广
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20日，菏泽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龚合清带领相关科室、单位负责同
志做客市长热线，就群众最为关心
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方面政策
进行解读，现场接听群众热线、收
看群众手机短信共20余条，并一一
进行详细解答。

“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如果
已参加当地的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就不必参加本市的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只要提供已参加城镇
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证明就可
以。”菏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副局长龚合清，就一些群众
关心的农民工在外打工已参加
当地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是否
还需在本市办理参保缴费问题
进行现场解答。

据了解，8月4日，菏泽召开
了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验
交流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全面

启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试点。这
是历年来社会保险参保任务最
重、覆盖面最大、时间要求最紧
迫的一项惠民工程。经过努力，
截至到11月底，全市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30万人，平
均参保率达到99%。

截至目前，全市城镇新增就

业 1 0 . 5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
25 . 5万人，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
117%和142%；征缴社会保险费总
额 4 0 . 5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
150%。菏泽市医疗保险基金征缴
和稽核计划完成率均居全省第1

位，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基金征
缴完成率均居全省第1位。

1 .问：在外地工作，厂里给
交养老保险，现在农村又让交
养老保险，问一下，这样交将来
能领两份吗？

答：新农保的参保范围是：
年满16周岁 (不含在校学生)，
未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农
村居民，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
农保。如果已经参加了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就不用参加新农
保了；即使缴纳了两个险种的
保险费，等到领取年龄，也只能
享受其中的一种。因为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都是社会保险，不能同时享
受两份养老金。

2 .问：办理新农保，本人超过
60岁，在国外、需要怎么办手续？

答：要办理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参保手续，必须提供身份
证、户口本等相关证件，由本人

在参保登记表或领取登记表上
签字确认。从你提供的信息看，
你已经年满60周岁，符合新农
保领取条件，但具体要看你是
什么时间年满60周岁，户籍所
在地的县区，因为菏泽市的新
农保自2009年12月起，在不同
的县区先后试点启动，如果你
户籍所在地的县区实施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制度时，你不满60

周岁，你必须先缴纳保险费，而
后才能享受养老金。

3 .问：已领遗属补助或城
镇低保的，还能申领城镇居民
保险养老金吗？

答：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
度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农
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
农村五保供养、社会优抚、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可叠加
享受，只做加法，不做减法。

◎帮您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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