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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关注

技技工工学学院院开开学学引引来来““大大学学生生””
不少考生和家长认为，学到一门技术更有助于就业

现象>>

25个人的班

七八个“大学生”

22日，烟台工贸技师学院
已经报到了800多人，该校的招
生计划原定在1100人左右。“我
们今年春季已经招了400多名
学生，后续还有学生报到，所以
今年新生预计要突破1500人。”
学院办公室主任杨建新说，“今
年学校的生源质量得到了很大
提高，以前多是初中毕业生，现
在高中毕业生比例上升，比去
年上涨了15%左右，更有不少大

学生来报到。”
“我们班一共25个人，有七八

个大学生和准大学生。”电气自动
化技师大专班教师卢帅帅说。

学生>>

空有文凭

不如一技在身

在报到现场，记者见到了两
位放弃上大学选择学技术的“大
学生”崔语冲和孙玲玲。被海口
经济学院录取的崔语冲来自黑
龙江双鸭山。“父母觉得海南离
家挺远的，不大愿意让我去。”崔
语冲说，“我妈是初中老师，当时

正好她有个学生要来这个学校，
后来全家人考虑，与其上四年学
拿一个光有理论知识的文凭，不
如去学点真技术。”

家在烟台本地的孙玲玲去
年被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录
取，“我中专读的是机电专业，对
口高职考的也是这个专业。”孙
玲玲说，“去年上了一段时间，感
觉理论学得多，技能学得少，所
以就退学来这学技术了。”

家长>>

孩子的出路

比面子更重要

以往，在多数家长的心目
中，读重点大学才是孩子真正
的“出路”，如今这种观念也悄
悄发生了变化。22日，在烟台工
贸技师学院报到现场，从牟平
过来陪儿子报到曲先生告诉记
者，自己的孩子今年被菏泽的
一所学院录取了，但感觉学文
科不好找工作，“再三权衡还是
学门技术吧”。

“现在的大学生理论水平相
对较高，但动手能力差也是个不
争的事实，这已成为制约他们成
功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曲先
生说，“想来想去，还是孩子的出
路比家长的面子重要。”

担心新生被抢走

高职院校早开学

录到不少本科考生

由于生源减少、高校扩招，让这
几年高职院校的招生竞争激烈，不少
高职院校甚至出现了“零投档”的尴
尬局面。好在今年山东实行了“平行
志愿”，一方面保护了高分考生不滑
档，另一方面也让不少高校一改往日
录不满的局面，特别是烟台的几所高
职院校，今年全都录满，有的院校还
录到了不少本科线上的考生。

“很多500多分的考生和180分
左右考生都会放弃报到，一般高职
院校报到率达到85%就不错了。”烟
台一所高职院校的招办主任说。

“新生没有报到，现在谁也不敢
掉以轻心。”22日，山东商务职业学
院学生处处长陶传蔚告诉记者，虽
然今年他们已经连续4年顺利完成
了招生计划，“但录取结束还不是最
终的胜利，最终还要看学生的报到
情况，目前生源持续紧张，各个高职
学校都很重视生源的有效报到。”

完成报到心才踏实

为了及早巩固前期的招生录取
成果，今年烟台各个高职院校纷纷
选择了提早开学，争取在8月底就完
成新生的报到工作。其中山东商务
职业学院从8月23日就开始了迎新
工作，各个系部都设立了临时报到
处，新生在24、25日两天正式报到；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新生8

月27日报到，技校新生26日报到；山
东中医药高专新生报到时间是8月
31日，驻烟的其他几所高职院校的
报到日期也在这几天。

“早点开学，可以让放松了近三
个月的学生及早收心。”一位高职学
院的老师告诉记者，更重要的是，提
前报到可以避免“夜长梦多”，时间
一长，不少学生会被其他学校的老
师“动员”走，或者是选择复读等，前
期招生所做的一切工作，没有学生
报到就等于白费了。

为了早点把新生迎进校门，各
个高职院校都进行了全校动员。“为
了迎新，我们大大小小的会议开了
不下几十次。”一所高职院校的老师
说，“一定要搞好细节和服务工作，
比如实行‘首问负责制’，一问到底，
一帮到底；今年还开辟了家长住宿
专区等等。”

“企业需要实践能力强
的员工，来了就能干活，我
们培养的就是学生的真功
夫。”烟台工贸技师学院的
卢老师说，“我们前几届毕
业生一毕业每个月都拿到
4000多元，而且这些年学生
还没毕业就有企业来预定，

可见技工就业不成问题。”
面对着与日俱增的就业

压力，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
择了“回炉求技”。“去年就有
1000多名本科生到我们学校
接受了‘回炉’培训。”烟台工
贸技师学院办公室主任杨建
新说，但我们不认为大学生

“回炉”是一种趋势，如果是
这样的话，必然造成教育资
源的浪费。

记者了解到，烟台市启
动了高技能人才培训中心，
如果有想学一技之长的大学
生，可以利用假期免费接受
培训。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困扰>>

遇到不会写的字

只能用偏旁代替

“就像‘尴尬’两个字，要
是突然让我写，就怎么也想
不起来，只能顺着脑子里两
个字的大体轮廓写出来，但
写出来的也都是不伦不类的
错字。”孙红梅告诉记者，现
在很多汉字体在她脑子里只
是一个大体的轮廓，对于这
些字的具体笔画，她就拿不
准了。“不仅是复杂的字，一
些简单的字写起来都非常纠
结，比如说‘日暮’，我根据这
个字的字音判断，底下应该
是‘目’，而实际上是‘日’。”
孙红梅说。

“像简单的‘陈规’，我都
能写成‘沉规’。”在芝罘区一
家公司从事文秘工作的侯女
士大学毕业已经一年，大学
期间学的是文学类专业，但
是她却表示，“偶尔遇到需要
手写的文件，我经常提笔忘
字，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只能

用偏旁代替。”
“我们的作业都是打印

稿，现在基本已经没有手写
作业了。”烟台大学文学院大
四学生黄兴告诉记者，长期
不写字不但“提笔忘字”，而
且字体也明显难看了。

原因>>

常用手机和电脑

易导致提笔忘字

“现在的文字联系主要
是通过QQ、电子邮件、短信
等，就算是写贺卡也都是短
短的几句话。”黄兴觉得，多
媒体时代，大家很少有机会
写字了，这也导致写字能力
退化了。

“我觉得主要还是‘电
脑后遗症’在作祟，现在几
乎是全民电脑时代，所以字
的大体轮廓大家都知道，遇
到了也都认识，但是要想写
出来，很多人就不记得具体
笔画了。”在鲁东大学文学
院教授亢世勇看来，任何一
种技能，只要不常用，都会

有退化的倾向，写字也是同
样的道理。

对策>>

合理使用多媒体

能手写尽量手写

在亢世勇看来，为了将
汉字传统延续下去，大家平
时能手写的还是尽量用手
写。“我发现一个问题，现在
大学生的作业全是打印稿，
甚至中小学的很多课程也都
用上了多媒体。”亢世勇表
示，多媒体确实吸引人，但是
也大大减少了老师上课写板
书的机会，这样做的结果就
是很多学生也渐渐远离了手
写汉字。

在 亢 世 勇 看 来 ，中 小
学阶段是接收汉字知识最
重 要 的 时 间 ，而 老 师 起 到
了 最 重 要 的 示 范 作 用 。他
建 议 ，在 课 堂 教 学 的 过 程
中 ，能 用 手 写 来 传 授 的 知
识，老师应该尽量用手写，
这样才能不让汉字消失在
多媒体时代。

近日，国家电网海阳市供电公
司为小微企业推出“套餐式”服务，
通过简化报装手续、缩短业扩报装
流程、义务为客户勘察、确定供电方
案、架设线路、验收送电、技术培训
等措施，为企业提供快捷高效的供
电服务。 (王天波 董波)

“套餐式”服务

助力小微企业

本报记者 李楠楠

8月22日是烟台工贸
技师学院新生报到的最
后一天。在很多人的印象
中，上技工学校的多是成
绩不理想的学生，但今年
这所学校开学报到的新
生中却来了不少“大学
生”，很多考上大学的或
者已经在大学上过一段
时间的学生选择到技校
学技术。

见见了了都都认认识识，，就就是是不不会会写写
提笔忘字成了通病，专家建议为保护汉字能手写尽量手写

千余名大学生
去年“回炉”培训

本报记者 林宏岩

“真没想到，简简单单
的‘康熙’两个字我竟然写
不出来。”今年26岁、在北
京语言大学上研究生的孙
红梅告诉记者，她最近迷
上了“汉字英雄”节目，没
想到跟着电视测试后发
现，自己的水平竟然还赶
不上现场的中小学生。近
日，包括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在内的几档汉字类节目
走红荧屏，听写一个“癞蛤
蟆”难倒了七成人，甚至知
名学者于丹也屡被难倒。
记者采访发现，港城不少
市民也常遇到提笔忘字的

“窘境”，“见了都认识，但
是就是不会写”。

头条相关

海阳供电公司

电气自动化技师班的孙玲玲(左一)和崔语冲(中)放弃上大学来技校学技术。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技师学院“抢”到了大学
生，这加剧了高职院校的招生
压力。“学生不报到，就如同鸡
蛋没有放到篮子里一样，我们
的心就一直悬着。”烟台一所高
职院校的老师说。本科院校不
到9月不开学的惯例，烟台各个
高职院校纷纷要求新生在八月
底完成报到，同时，各高职院校
也开始“拼服务，拼细节”最大
程度地吸引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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