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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焦点

今年高考录取昨日正式结束，学子们的去向如何？

八八成成圆圆梦梦大大学学，，近近半半数数读读本本科科

明年高考变脸

看清9点变化

据了解，2014年山东夏季高考将
要大变脸，有以下9点变化：

1、考试科目和时间有变，基本能
力不再成为考试科目。明年的高考考
试科目为“3+综合”，“3”指语文、数学
(一、二)、外语，综合为综合一(政治、
历史、地理)、综合二(物理、化学、生
物)，时间变为两天；

2、听力取消统考；
3、分值随科目发生变化；
4、体育测试成绩计入电子档案；
5、强化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

质评价在录取中的作用；
6、对省属本科院校将加大自主

招生；
7、省属高校专家参与录取；
8、取消省内加分政策；
9、取消户口限制，只要高中阶段

有完整学历即可报考。
2014年春季高考实行“知识加技

能”模式，变化包括以下4点：
1、科类调整为17个类别，技能更

加细分；
2、总分由700分调整为750分，考

试科目为语文(120分)、数学(120分)、
外语(80分)、专业知识(200分)和专业
技能(230分)；

3、知识由全省统考，技能由专业
学校统测，成绩全省通用；

4、招生计划将进一步扩大。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马马路路““手手机机党党””，，你你有有那那么么忙忙吗吗？？
边玩手机边过马路，为了安全咱得改改这坏习惯啦

低着头看手机

被撞多处骨折

13日上午，记者在南大街振华购
物中心附近采访，张昌权先生主动说
起自己多年前冬天的一个傍晚，在石
沟屯附近穿马路时，看手机时间被急
驰的汽车撞飞。

“当时新买的手机，不太会操作，
就是按一下，没亮，就又按一下。”张
先生表示，由于是傍晚，光线不好，低
头看手机的自己根本没意识到有车
过来。从车前滚到车尾，又摔在车后
10多米的位置，张先生一侧锁骨骨
折、上臂骨折、肋骨断了三根、胫骨和
腓骨更是粉碎性骨折。

司机采取制动

需要0 . 66-2秒

我国一所顶级大学实验室与某
汽车俱乐部，曾对汽车在不同时速下
制动的距离进行过调查。

天气干燥的情况下，以40公里/

小时的时速制动时，需要制动距离8

米，60公里/小时为12米，80公里/小
时为18米。在湿滑路面行驶时，40公
里/小时要10米，60公里/小时要13

米，80公里/小时要20米。
在日常行车过程中，由于情况

突然，驾驶员无从预判，从发现到
采取制动，一般人需要0 . 66到2秒的
时间。 本报记者 陈莹

边看手机边走

突然来个返身

8月12日下午1点多，市民
曲先生向本报反映，自己刚刚
在海港路振华东侧险些撞到
人。“我当时在等红灯，绿灯要
灭了，那个女孩在中间安全岛
上看手机，就在红灯变绿灯我
加油门要走的时候，她突然朝
前走。”曲先生说，自己朝左微
打方向盘，想从她身后过去。
然而，就在车离女孩不到1米
时，一直低头看手机的她，突
然头也不抬就返身朝回走。

“亏我车速慢，一下子踩住
了，车停下来时几乎贴在她身
上。”曲先生气愤地说，直到这时

女孩才抬起头，怒冲冲地瞪了自
己一眼，随即又低下头。曲先生
是位有近8年车龄的老驾驶员，

“最近这3年，拿着手机过马路的
人越来越多，防不胜防。”

多在斑马线上

司机远远躲着

13日上午，记者在青年路
与三站东端交汇口、北马路与
青年路交汇口、北马路汽车站
前路口、海港路与北马路交汇
口、海港路与南洪街交汇口、
南大街与胜利路交汇口、南大
街与解放路交汇口以及火车
站公交车站前斑马线等地，每
处进行了10分钟的路调。记者
发现，在人流和公交车密集的

青年路与三站东端交汇口、北
马路汽车站前路口、海港路与
南洪街交汇口、南大街与解放
路交汇口，“手机党”更容易见
到。

记者调查发现，在斑马线
上“手机党”出现的频率更高。
班马线上车要让人、一起过马
路人多车都小心……诸如此
类“有靠心”的想法，记者采访
时常会听到。

聊QQ上微博

大都是因为无聊

马路上的“手机党”真的
需要那么忙吗？烟台大学一位
学生告诉记者，“过马路时也
想着要看车，特别是聊QQ时，

有时不知怎么就走过去了。”
记者在街上随机采访了20

多位年龄在18—35岁之间的人
士，他们均表示：自己有过边
看手机边过马路的经历。刷微
博、聊QQ、看新闻、看股票、收
发邮件……“也不是急事，就
是无聊。”一位受访者说。

9点42分，在二马路日樱房
地产公司附近斑马线上，一位
穿着蓝色T恤衫接打电话的男
子从北向南穿行，在中间隔离
带稍做停留后，开始过马路，
同时挂掉电话，然而手臂尚未
完全落下又抬起，又开始盯着
手机朝前走。“我过路口看了，
过来的车挺远的，而且我就看
了一下手机，三四秒而已。”该
男子说道。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13日，艺术类专科(高职)

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结束，这
意味着今年高考录取工作正式
结束，我省参加夏季高考考生
508989人，计划41万多，其中本
科23万多，专科18万多，由此推
算，八成以上考生入大学深造，
其中近半数圆梦本科。

13日下午，艺术类专科(高
职)批第二次征集志愿投档，共
投出考生1105人。其中，艺术文
参与投档院校150所，投满51所，
投出考生1053人；艺术理参与投
档院校95所，投满18所，投出考
生52人。本次征集志愿投出后，
尚有艺术文99所、艺术理77所院
校生源不满，不满额院校将通过
调剂补充生源。

今年我省本科层次共录取考
生253200人，较去年增加4030人，
其中夏季高考录取247690人。夏季
高考本科录取率48 . 7%，普通文理
类本科录取率约50 . 4%，艺术类本
科录取率43 .3%。

从计划来看，本科生比专科
生多5万人，今后高考录取的重
头将放在本科上。本科一批院校
有了进一步普及的趋势，今年我
省本科批录取中，本科一批人数
增加，本科二批人数减少。普通
文理科自主招生批加上本科一
批，共录取63054人，比去年增加
近万人。但普通本科二批录取
132128人，比去年减少8592人。

实行平行志愿，考生志愿满
足率提高，文科前1000名、理科
前2000名，没投出的仅1人，而这
一数据在去年为文科48人理科
38人，专科院校的缺额也不明
显，烟台的专科院校录取率达到
历史最好水平。

今年的山东高考录取
最大变化是实行平行志愿，
面 对 新 的 政 策 ，除 了 欣 喜
外，考生和家长还感到了无
措，本报及时介入，通过新
闻报道和QQ群及时向考生
和家长普及了平行志愿的
政策信息。

平行志愿从过去的“志愿

优先”转向“分数优先”，同时
改变以往的梯度志愿填报方
式，平行志愿按照考生的总分
排序，依次检索考生所填报的
6个平行志愿进行投档。志愿
由1个变6个，考生的选择多
了，烦恼也多了，不少考生和
家长纠结于如何在几千所院
校中挑选属于自己的6所大

学。
付出的多，收获的自然也

多。7月19日，平行志愿“首秀”
圆满收官，本报高考群里考生
纷纷报喜被录取，考生“分尽
其用”，而在山东招生的一本
高校超过九成录满，创历史新
高。后续的二本和专科录取也
达到了满意的效果。

变化>> 平行志愿选择多了，烦恼也多了

除了平行志愿，省属线统
一对于烟台考生来说是个利
好消息。今年，全省首次将本
科二批省属线和市属线合并，
原执行市属线的淄博、枣庄、
潍坊、济宁、泰安、临沂、德州、
滨州、菏泽9市与东营、烟台、
威海、日照、莱芜、聊城6市统
一执行省属线。

“原执行市属线地区的
考生享受的录取优惠大打
折扣，变相给原来省属线考
生带来了优惠。”烟台一所
高中高三班主任说，“省属
线统一后，更多学生将有机
会读本科，本科上线率可以
达到 9 5%以上，有的学校甚
至达到 1 0 0%。”市属线与省

属线合一，一下子拉低了二
本线，作为多年执行二本线
的烟台也尝到了“甜头”，更
多烟台考生上本科。

从2014年起，我省将逐步
统一全省各批次的录取控制
分数线，明年很可能实行全省
统一划线，届时烟台考生迎来
真正的公平。

利好>> 省属线统一，让更多烟台娃上本科

“讨论报考专业时，我们
三个人一人一个方向，刚开始
是三个人讨论，后来变成我们
夫妻互掐，持续一个小时还是
没结果。”网名“左月”的家长
说，“如果孩子考试没有失利，
报考院校失利，那我们家长今
后该以怎样的心情来生活？”
这位家长说，看看那些苍茫的
校海，看看那些暗藏玄机的专

业，接听着亲戚、朋友的各种
电话，信息量巨大而繁杂，真
是说不清，理还乱，我简直都
想缴械了，我甚至想，要不，扔
钢镚来定？

7月22日，所有填报志愿
的考生和家长都是一个字

“急”，因为从早上9点开始一
直持续到下午6点，高考网上
志愿填报系统就一直拥堵，很

多考生和家长根本进不去系
统。“进不去啊，还是进不去
啊……”22日上午10点，本报
高考QQ群(221919441)里的考
生和家长已经急得团团转了。

“急死我了，我想打110！”一名
网名“Solomon”家长气愤地
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填不
上志愿，等于耽误孩子一年
啊！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花絮>> 选学校全家争论无果，扔钢镚来定

本报记者 陈莹

常开车的老司机，如
今过路口时都有一种意
识：遇到拿着手机的，甭管
他看没看都尽量绕着走。

“特别是在红绿灯转换的
时候，极有可能突然端起
手机。”8月13日，出租车于
师傅接受采访时说。记者
调查发现，“手机党”多出
现在斑马线上，大部分是
在聊QQ、上微薄，只是为
了打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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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录取的那些事

许多年轻人习惯边过马路边玩手机，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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