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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驻烟高校拟招1264名研究生，山工商“下血本”揽才，奖助学金丰厚

考考上上研研究究生生一一年年至至少少““挣挣””一一万万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李

楠楠) 研究生教育要全部交
学费了，这让不少考研的同学
很纠结。但看了下面这条消
息，你也许会宽慰不少。据悉，
今年山东工商学院首次独立
招收研究生，给出了不少优厚
条件，其中光助学金每年就至
少一万元。

日前，烟台4所有硕士招生
资格的普通高校发布了明年研
究生招生计划。今年烟台高校
新增山东工商学院为硕士授予
单位，再加上烟台大学、鲁东大
学、滨州医学院，4所高校今年
拟招生1264名硕士研究生。

据了解，2014年烟大预计
招490名研究生，鲁大拟招生数
为380人，滨医54个专业招收360

名硕士研究生。此外，作为今年
首次具备独立招收硕士研究生
的山工商，获得了管理科学与
工程、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3

个硕士授权一级学科，拟定研
究生招生计划为34名。

由于是首次招生，山东工
商学院开出的条件也比其他3

所驻烟高校吸引人。凡是报考
山工商被录取的研究生，住宿
条件为2人一间、4人一套的两
室一厅公寓。另外，学校将发
放国家助学金6000元/生·学
年，覆盖面100%；设立研究生
普通助学金，资助标准为4000

元/生·学年，覆盖面100%；每
学年进行综合评定一次，分为
一等奖学金和二等奖学金。一
等奖学金12000元/生·学年，覆
盖面20%；二等奖学金6000元/

生·学年，覆盖面为30%；学校
每年设立一定数量的助研、助
教、助管岗位。担任学校兼职
辅导员，提供800元/月岗位津
贴(一年按10个月发放)；另外，
自入学后第三个学期开始，研
究生导师为每位研究生发放
科研补贴不低于150元/月。

粗略一算，只要考上山工
商的研究生，每年能稳拿10000

元助学金；如果再勤奋点，就能
拿到6000到12000元的奖学金，如
果再勤劳点，一年就可以拿到
8000元的岗位津贴；等熬到研
二就能每年领取不低于1800元
的科研补贴，一年下来，当一年
研究生多的可以“赚”31800元，
少的也能拿到一两万，除掉
5000元学费，“收入”很可观。

烟烟台台市市民民在在秦秦皇皇岛岛大大跳跳健健身身操操
康姿百德2013“全民健身·快乐同行”大型公益活动总结表彰大会圆满举行

9月12日，康姿百德2013

“全民健身·快乐同行”大型公
益活动总结表彰大会如期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近万名康姿
百德经销商和健身操爱好者
相聚秦皇岛奥林匹克运动中
心体育场，共同期待这令人激
动人心的时刻。

下午1时30分，大会正式开
始。伴随着《走向复兴》雄壮浑
厚的乐声，一面长38米、宽16

米、印有“康姿百德全民健身
快乐同行”12个大字的红色大
旗，在督导师们娴熟而又整齐
的挥舞下，犹如一艘航行在大
海上的巨轮，时而缓缓前行，
时而乘风破浪，印记了康姿百
德公司一路风雨兼程、不断发
展壮大的辉煌历程。

千人表演

康姿百德健身操

康姿百德健身操表演，是
这次活动中检阅和展示全民

健身成果的重要内容。20多个
省、市、自治区的8000多名康姿
百德健身操爱好者，组成188个
代表队先后入场，表演队伍浩
浩荡荡。参赛队员中年龄最大
的72岁，最小的只有9岁，整齐
优美的表演，带给全场观众美
的享受，向人们传递着积极向
上、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经
过6个多小时的精彩表演，在评
委们公正认真的打分评判下，
比赛共产生一等奖2个，二等奖
6个，三等奖9个。

优美的舞蹈和歌声

助兴活动

健身操比赛结束，与会
嘉宾为1 3 8 0名2 0 1 3年康姿百
德健康大使和健身操表演获
奖代表队分别颁发了纪念品
和奖品。颁奖过程中，著名歌
唱家王洁实、9 0后网络歌手
杨 德 朗 和 著 名 女 高 音 歌 唱
家、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演

员耿莲凤，先后为大家倾情
演唱了《外婆的澎湖湾》、《最
美中国人》、《年轻的朋友来
相会》等脍炙人口的歌曲，秦
皇岛市舞蹈健身爱好者表演
的舞蹈和花样跳绳，也为活
动增添了不少亮点。

本次活动，烟台地区康姿
百 德 健 康 中 心 共 组 织 市 民

1150名，其中参加健身操比赛
的人员有800人，全部统一服
装，在忽明忽暗的灯火下，和
着悠扬欢快的乐曲，感染着每
一个人，大家尽情舞动，如痴
如醉，烟台地区代表队上场参
加比赛后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获得三等奖一名，表演奖若干
名。

康姿百德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
始终把“提升生命品质、促进人类健
康”作为神圣使命，把“让中华民族成
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均寿命超百岁的国
家”作为不懈追求，积极倡导“健康睡
眠+适量运动+科学营养”的立体健康
理念，先后组织开展了“从万里长城走
向世界最高峰”、“读书点亮人生”、“全
民健身·快乐同行”等一系列大型公益
活动，覆盖全国近30个省、市、自治区，
受益人数累计达到500多万人。

2012年，由康姿百德人自己创编
的康姿百德健身操一经推出，便得到
广大健身爱好者的喜爱，公司以此为
载体，联合中国登山队举办了“全民
健身·快乐同行”大型公益活动。今年3

月，又在第一套健身操的基础上加以
改进完善，推出了康姿百德第二套健
身操，并与中国登山队共同组织开展
了2013“全民健身·快乐同行”大型公
益活动。从海南到内蒙、从东北到新
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000多个
县区，每天约有300多万人在4000多个
健身广场跳康姿百德健身操。康姿百
德健身操已风靡祖国大江南北，成为
人们健身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相关链接

理想和现实你怎么选？

虽然每天进教室都能看
到学校研究生招生优惠政策
的展板，但正在准备考研的山
东工商学院大三学生郝敬耀
说，他并没有打算要报考本
校，“我的目标是首都经贸大
学，或者是西北的大学。”

“我觉得，我已经在这里4

年了，对这里已经很熟悉了，
怎么着也要换个环境吧。”郝
敬耀说，“再说，也要考虑到自
己的发展，不能为眼前的利益
失去长远的发展，我觉得西部
更有发展前途。”

“我一进大学就下定决心
要考研了。我的目标就是要考
上北京那所重点大学。”烟台
大学大四学生魏先萌说，“我
认为，考研的事情不能将就，
要考就要考最好的，给自己一
个希望，给自己一个为理想奋
斗的机会，条件再好，将来毕

业也是二本院校，不能为‘五
斗米’失去了理想。”

魏先萌的想法说出了一部分
同学的心声，
据悉，一些非
重 点 院 校 学
生 考 研 的 目
标 全 部 定 位
在全国“985”、

“2 1 1”重点高
校 ，“ 考 研 不
考211，那就别
考了，考了也
没 啥 意 思 。”
鲁 东 大 学 一
位 男 生 直 接
地 说 。他 认
为，好的大学，不光是牌子，更重
要的是你去感受的氛围、认识的
人、平台等不一样，境界自然也不
一样，所以他不会为了这几万块
钱放弃自己追求的目标。

记者在某考研论坛上看
到一个名为“说说你的考研动
机”的帖子，据其统计，选择

“为了找个好工
作”和“暂时逃避
就业压力”的学
生约占全体参与
调查人数的68%。

“我本科上的不
是重点学校，考
研就是为了进入
名牌大学深造，
以后就业更有竞
争力。”山东工商
学院大四学生杨
洋说，但说到底
最后还是就业的

问题。“考名校是好，但竞争激
烈，普通学校的研究生好歹也
是硕士啊，再说首届毕业生找
不到工作，学校不会不管吧？”
看到学校开出的优惠政策，杨

洋有点心动。
“这么优惠的条件确实比

较少见，看得出学校‘下血本’
了，你想啊，首届学生如果招
不满多难看啊，同学们不要迷
信所谓的名校，即使名校毕业
了，将来找工作，人家还是要

‘查三代’的，而且名校一个导
师带的学生都有一个班了，根
本顾不过来。我认为如果单纯
从就业考虑，学校首次招生就
是一个机会，招收的人少，老
师细心，待遇好，将来就业一
般没有问题，说不定兼职辅导
员将来还能留校呢。”烟台一
位高校老师说，“什么不干，一
年最多拿到31800元，最少也能
拿一两万，人家上学都交钱，
这还挣钱，哪有这好事，就当
是毕业上班了呗，将来还有文
凭拿。”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要想去山工商当研究生“挣钱”，
除了努力复习外，你还得注意以下几
点：目前，教育部尚未下达2014年研
究生招生计划，各个学校各专业招生
数均为拟招生人数。

报考2014年硕士研究生一律采
取网上报名，网上预报名时间为9月
25日至9月28日每天9:00-22:00。考生
可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
网网址：http：//yz.chsi.com.cn，教育网
址：http://yz.chsi.cn)在线报名。

不少高校招收首批研究生的时候都给予了很优惠的“揽才”政策，丰厚的奖学金、一流的软硬件设施……可到底为了
什么而考研呢？有人说是为了学术理想，继续深造，；也有人说为了“镀金”将来找一个好工作，出发点不同，选择就就不同。
那么在面对学校开出这样优厚的招生条件时，你会怎么选择呢？

不能为“五斗米”失去理想 就当去上班了，既挣钱又能拿文凭

观点PK

提醒

研究生考试
今起预报名

在山工商教学楼内的研究生
招生简介，吸引了不少学生关注。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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