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随机调查发现：许多艺考生毕业后走的路并不平坦

六成艺术毕业生“弃艺”转行
本报记者 张旋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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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执业资考

5月8日开考

本报枣庄3月3日讯(通讯
员 李帅 记者 赵艳虹)
3日，记者从枣庄市卫生人才
服务中心获悉，2013年枣庄市
护士资格考试网上报名与现
场确认工作已结束，护士执业
资格考试仍采用纸笔考试，时
间将定于5月8日。

据介绍，2013年枣庄市护
士执业资格考试现场确认时
间于2013年2月21日至27日进
行。网上预报名人数5081人，
确认有效人数4765人，比2012

年增长24%；其中应届毕业生
3435人，往届毕业生1330人，
报名人数突破历史之最。

据了解，2013年护士执业
资格考试仍采用纸笔考试，考
试科目包括专业实务和实践
能力。具体考试时间安排如
下：2013年5月18日9时至11时
为专业实务科目考试，5月18

日14时至16时为实践能力科
目考试。考试准考证由考生于
考前自行登录枣庄卫生人才
网、中国卫生人才网打印，打
印登录时间为2013年4月28日
至5月17日。考生打印准考证
后，请于2013年5月14日至17

日 (周末及节假日休息 )到枣
庄市卫生人才服务中心盖章。

2013年山东省艺术类考试已经接近尾声，枣庄学院的艺术类校考也已经落下帷幕。记

者发现，这边众人挤独木桥冲艺考，那边本科毕业却直接转行。3日，记者采访了二十位本

科艺术类专业的毕业生，其中12个人转行。

为就业，放弃从小就学的美术

本报枣庄3月3日讯 (记者
赵艳虹 ) 3月3日是第十四个全
国“爱耳日”，市中区残联组织相
关医院专家在光明广场进行免费
检测听力活动。期间，在为过往群
众检测中发现，60岁以上老年人
耳鸣的发病率较高。

据了解，今年“爱耳日”的主
题是“健康听力，幸福人生关注老
年人听力健康”。据工作人员介
绍，在检测过程中，不少老年人都
患有耳聋、耳背、重听等症状。其
中，60岁以上老年人出现耳鸣症
状颇多。活动期间，对230名咨询
者进行了爱耳知识讲解和免费听
力检测，同时对听力损失严重的
老年人免费验配助听器。

在光明广场散步的王先生
称，他年轻时因工作原因，需要长
期接触一定强度的声音，而现在
70多岁的他其中一只耳朵已经几
乎听不到声音了。

据大夫介绍，噪声对听力的
损害，如果只是在一个短时间内
接触一定强度的声音，对听力的
损害可能是可恢复的。但如果长
时间接触并没有加强防护措施，
仍然接触这种声音的话，这时对
听力的损害就是不可逆的了。

市中区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大
夫表示，听力障碍严重影响老年
人身心健康，不仅直接导致沟通
交流障碍，还会引发多种心理问

题，严重地损害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及家庭关系。老年人出现听力
障碍既有年龄因素，也有饮食、情
绪、药物等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
影响。老人应选择清淡饮食有助
于扩张血管，促进内耳血液供应，

防止听力减退。此外，年龄在30岁
到50岁中老年人，突发性耳病大
都跟熬夜、工作压力大有关。听力
细胞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就
无法恢复。对于噪声性耳聋，目前
仍无真正有效的疗法，关键是在

日常养成良好的习惯。
据了解，根据我国第二次全

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市中区
现有残疾人2 . 52万人，其中听力
残疾人5686人，老年人听力残疾
人3411，占听力残疾比重的60%。

5686名听力残疾人近六六成为老人
医生：突发性耳病大都跟熬夜、工作压力大有关

面对连年的艺考热，不少高中
生却依旧扎进了艺考的队伍，希望
能以此考取理想的学校。但对于已
经参加工作的艺术类专业学生来
说，艺术已经纯粹成为了学校里的
课程，即便曾经为其奋斗过，却依
旧在现实的压力下“弃艺从文”了。

家住枣庄市薛城区的孙涛已
经毕业3年了。从初中开始，学习国
画的他一直有个成为画家的梦想，
而在毕业后却进入了一家医院做
起文职工作。“从初中到大学毕业
一直都在学美术，这么多年国画似
乎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高考中参
加了艺考，并顺利进入大学继续学
国画，却没想到毕业后找个美术相

关的专业却这么难，只好放弃了。”
孙涛无奈地说。

据介绍，孙涛是在青岛的一所
大学学习美术，主攻国画。能够找
到一份与自己握了多年画笔相关
的职业一直是他所中意的，但是真
正等到毕业却发现很难。“毕业后
在青岛找了一段时间工作，但是都
没有成功。毕竟学艺术的越来越
多，而这样的职位却有限。家人也
很着急，就给找了现在工作，我也
只好回来了。”孙涛说。据了解，向
他这样的艺术类毕业生也很多，由
于专业所需人才日趋饱和，“弃艺
从文”对他们来说是最现实，也是
最无奈的选择。

竞争大，艺术梦让人心力交瘁

由于对艺术的热爱，在艺术类
毕业生纷纷转行的同时，也有一些
艺术类毕业生仍在坚持从事本专
业。但是由于竞争激烈，从事艺术
相关职业却也让这些有着艺术梦
想的毕业生心力交瘁。

家住市中区的小徐也是一名
学习美术长达十年之久的艺术类
学生，由于对于艺术的热爱，他更
是经历了比普通艺术生更多地曲
折。为了能够考取理想的美术院
校，小徐曾在高中时复读两次，共
参加过三次高考才实现了目标。面
对自己得来不易的深造机会，小徐
下定决心要在毕业后继续从事自
己热爱的专业。已经毕业一年的小

徐，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份在安徽
某培训学校教美术的工作，但是现
实的压力却让他第一次觉得坚持
艺术梦想这么辛苦。

“在同学中我算比较幸运的，
能找到对口的职业。但是竞争压力
很大，用人单位也不愁找不到老
师，自然待遇各方面都要差一些，
而压力却一点也不小。”小徐说。据
了解，小徐虽然已经工作快一年
了，但是仍旧无法签约，要完成学
校规定的课时后才有望正式签约。
在此期间，待遇等都比预计时差很
多。“也许转行找一份其他工作能
够让生活稍微轻松些吧，我有时也
忍不住这么想。”小徐说。

据了解，2013年山东省艺考生
高达十万多人，比去年增加一万
人。而与艺考热情况迥异的却是艺
术专业就业率的降低。《2012年中
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显示，2012

年因为就业率和薪资低而被本科
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就包括动画专
业，而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就业
率最低的是艺术设计传媒类。

艺考期间，不少陪考的考生家
长表示，能够进入本科院校是当下
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日照的卢女士
告诉记者，由于孩子学习成绩差，
所以在考前半年才突然转学艺术，
希望能通过艺考考上本科，而至于
以后的就业发展方向，已经做好了
以学历做跳板的打算。“起码目前
学历还是最重要的，有了本科文
凭，以后做任何工作都会少些限
制。”卢女士说。

就业率低
多专业被警告

本报枣庄3月3日讯 (见习记
者 孙姝华 ) 3日，家住台儿庄
区的王先生很是郁闷，他的同
诚卡使用不到两个月竟无法充
值，而如果想继续使用，需要另
外交15元更换新的卡。

据了解，前段时间，王先生
拿着公交同诚卡去零售网点充
值时，却被告知无法充值。如果
王先生想要继续使用同诚卡的
话，需要再交1 5元更换新的。王
先生称，他的同诚卡才用了一

个多月，为什么突然就无法充
值了呢，这让他很纳闷。

据王先生介绍说，他的同
诚卡是在 2 0 1 3 年 1月 2 0号办理
的，零售网点在台儿庄区运河
大道某养生馆内，前几天他看
到同诚卡里面的余额不足了，
便拿着卡到零售网点去充钱，
结果却被工作人员告知无法进
行充值，同时让王先生再交 1 5

元更换一张新的使用，“我的卡
用了还不到 2个月，平时我都是

放在钱包里，也没有折坏，怎么
就无法充值了，如果更换新的，
还要再交 1 5 元，如果不是个人
损坏的不是应该免费更换新的
吗？”王先生说，同诚卡公司不
是有规定称，一年之内，如果卡
没有被人为损坏的话，出现问
题则可以免费更换一张新的同
诚卡，“既然是免费的，我不明
白为什么还需要再交 1 5元更换
新的。”王先生说。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王先

生办理同诚卡的零售网点，该
网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
果使用的同诚卡时间不超过一
年，并且没有任何人为损坏的
话，是可以免费更换一张新卡
的，如果卡的周边要是起毛边
的话，则不免费更换。“可以让
当事人把有问题的同诚卡拿过
来让我们看一下，如果同诚卡
没有人为的损坏或是起毛边的
话，我们会免费给更换一张新
卡。”工作人员说。

同诚卡用了不到俩月“罢工”
没折损却无法充值，工作人员称需交15元更换

◆枣庄润泽经济咨询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37042600471920声明作废。
◆枣庄市市中区办公伙伴办
公用品商社，税务登记证正
副 本 ( 税 号 ：
370826197109220019D0)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370402600512675)丢失，声明
作废
◆枣庄市市中区优邦办公用
品店，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370826197109220019D2)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370402600389105)丢失，声明
作废
◆滕州市个体工商户梁志新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号 码
370481600625295)丢失，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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