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昊庭三江野生大鱼坊
原味之道“鱼”众不同

俗话说：“宁吃野生鱼一两，不吃养殖鱼

一斤”。作为常年以吃鱼为乐的城市吃客们，

吃惯了形形色色的养殖鱼种，对于原汁原味

的野生美味似乎有着更浓厚的期许。而位于

幸福中路上的昊庭三江野生大鱼坊，以原生

态的冷水江鱼、独特的东北铁锅、清香的玉米

小饼恰恰满足了港城人对原生态美食的追

求，也带来了“鱼”众不同的美味惊喜。

走进昊庭三江野生大鱼坊，这里虽

然没有你想像中的富丽堂皇，却有着农

家院落的温馨融洽。三两好友来此小

聚，掀开热气腾腾的锅盖，便会被阵阵

鱼香打开饥饿已久的味蕾。尝一口，鱼

肉鲜美自不必说，就连里面的茄子、蘑

菇、豆腐等都入了鱼味，芳香扑鼻，再细

细品鱼汤，香味浓郁，味道鲜美。听闻这

里的负责人介绍，野生大鱼坊之所以如

此受欢迎，冲的就是这难得一见的纯正

野生美味。这里有专业的打渔船供给最

上好的鱼，所有鱼种全部精选自乌苏里

江及俄罗斯边境黑龙江流域的无污染

的绿色生态野生大鱼，有着淡水鱼之王

美誉的大马哈鱼、鲟鳇鱼、青根鱼、胖头

鱼、大鲤鱼……多元化的品种为港城市

民奉上原汁原味的野生鱼盛宴。

当然，昊庭三江野生大鱼坊的另一

大特色是汤料，野生大鱼坊的汤料来自

于赫哲族正宗祖传秘制而成，具有滋补

养生之功效。而采用家传配方“铁锅”木

火炖制，是野生大鱼坊烹调又一独到之

处，旨在最多得保留营养。多吃用铁锅

炖的鱼，将会有效避免贫血、智力低下、

发育不良，可以大大地提高肌体免疫

力，不易生病。据悉，很多有着“三高”的

食客是这里的常客。家住芝罘区的刘先

生对大鱼坊最为称赞：“我平时荤菜不

吃肉而吃鱼，在吃惯了江南的鱼后经常

到这里来换换口味。这边的鱼肉质鲜

美、口感独特，吃了就停不了口，我对野

生大鱼坊里鱼的新鲜度绝对放心。”

“纯香美味天然鱼，引领美食新潮流

“，昊庭三江野生大鱼坊开业五周年之际，

为答谢烟台新老顾客，全场鱼类8折优惠。

大鱼坊负责人承诺“我们经营的主打鱼类

大马哈鱼是纯正的来自乌苏里江的野生

大鱼，请食客放心食用。”

地址：烟台市幸福中路振华西 3 0 0

米路北二楼

电话：0535—6823777

(三江炖鱼村 )

今今年年““33++44””本本科科在在烟烟拟拟招招339900人人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李楠

楠) 3日，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
今年中考考生可以报考“3+4”本
科实现自己的大学梦，今年“3+
4”本科在烟计划招390人，其中鲁
大只录取资格审查和面试合格
的考生。

据介绍，“3+4”是中等职业
学校与普通本科学校联合培养
学生的模式，“3”代表在中职学
校上三年，“4”代表在本科院校
上四年。

据市教育局介绍，今年全省
“3+4”试点中等职业学校34所，共

计42个专业点，衔接本科高校17

所，培养规模2870人，其中，非师
范类“3+4”试点中等职业学校26

所、专业点31个、培养规模1430

人，师范类“3+4”试点中等职业
学校8所、专业点11个，培养规模
1440人。面向烟台招生的学校有3

所：师范类莱阳师范学校、蓬莱
师范学校小学教育专业与鲁东
大学小学教育专业计划招300

人；非师范类烟台经济学校服装
设计与工艺专业与德州学院服
装设计与工程专业计划招45人，
烟台船舶工业学校机电设备安

装与维修专业与临沂大学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计划招45

人。
6月30日中考成绩公布后，7

月3日至5日，每天8:30-17:00，考生
可以登录全市统一的高中阶段
学校招生录取平台填报志愿。高
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志愿四个
批次中，第一批次为初中起点“3
+4”本科，设三个志愿学校和一
个是否服从调剂志愿，每校选报
两个专业，其中鲁东大学“3+4”
本科单设为提前志愿。

报考鲁东大学“3+4”本科的

考生须具有烟台市户籍和学籍，
并须进行资格审查和面试。招考
部门将按成绩和招生计划1：1 . 2

的比例确定参加资格审查和面
试名单，由鲁东大学于7月7日至
8日组织资格审查和面试。

“3+4”本科录取，依据语
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
治6科成绩，首先分别确定最低
录取控制线，然后从线上考生
中按考生成绩高低和招生计划
数录取，其中鲁东大学“3+4”本
科只录取资格审查和面试合格
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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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 3日，省教育厅确定今
年的“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
试点的招生计划，烟台四所高
职获得试点资格，计划招生310

人。这也意味不少高考不理想
的烟台考生可以通过专科成绩
考进高职，然后通过3年努力进
入本科学校学习2年，获得本科
文凭。

据了解，以前，专科生想上
本科得参加“专升本”考试，而
近年来“专升本”比例严格控制
在 5%，而且录取院校也不断

“瘦身”，多集中在独立院校以
及地方学院等。而从前年起，省
教育厅试点“3+2”专科加本科
招生和培养模式，考生填报试
点高职院校的相关专业，如被
录取，上3年专科，第3年通过测
试，就能直接升本，学习2年，直
接拿本科学历。去年“3+2”计划
报考相当火爆，录取分数甚至
高过二本线，而今年招生计划
比去年翻了一番。

烟台四所高职入选“3+2”

试点高职院校，其中烟台职业
学院有两个专业入选，分别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与鲁
东大学交通运输专业开展“3+
2”对口贯通分段本科培养工
作，计划招收80人，毕业后发放
鲁大本科毕业证书；机械工程
系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与青岛
科技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专业开展“3+2”对口贯通分段
本科培养工作，计划招收80人，
毕业发放青科大本科毕业证
书。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中药专业与山东中医药大学中
药学专业开展“3+2”对口贯通

分段本科培养工作，计划招收
50人。毕业发放山东中医药大
学本科毕业证书。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与烟台
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开
展“3+2”对口贯通分段本科培
养工作，计划招收50人。最终
发烟台大学的毕业证书、学位
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粮食
工程专业与青岛农业大学粮
食工程专业开展“ 3 + 2”对口
贯通分段本科培养工作，计
划招收 5 0人。毕业发放青岛
农业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又是一年高考季

烟烟台台四四所所高高职职获获批批““33++22””培培养养试试点点
计划招生310人，考大专的分拿本科的文凭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李楠楠)

近日，网络传言《600所大学转为
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省转型高校
为12所，烟台大学文经学院位居其
中。对此，烟大文经学院回应，学
院没有收到任何此类官方文件，
办学层次也未发生任何改变。

据悉，600所大学转为职业技
术学院的名单是网上流传的一份
名单，烟台大学文经学院位列其
中。对此，记者联系到烟台大学文
经学院组织宣传部部长史毅，他
说：“这个新闻没有依据，已有好
多人打电话询问了，给我们的工
作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烟台大
学文经学院没有收到任何此类官
方文件，办学层次也未发生任何
改变。烟台大学文经学院是国家
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全日制本科层
次普通综合类高校，是国家教育
部首批确认的独立学院，学校依
托烟台大学母体学校的办学资
源，以全日制普通本科为主，学生
毕业后可拿到教育部颁发的本科
认证学历。

记者了解，去年上半年，教育
部酝酿启动高校转型改革，教育
部副部长鲁昕表示要将国家普通
高等院校1200所学校中的600所地
方本科高校实行转型，向应用技
术型转，向职业教育类型转。随后
网上就开始流传《600所本科大学
转型为职业技术学院》的新闻，去年
6月26日，教育部曾回应称“推动600

所本科学校的转型”的表述不准确，
是鼓励它们定位为应用技术类型的
高校。并且600所本科学校的名单并
未公布过。业内人士分析，假消息的
出现，疑为一些普通民办高校为抢
生源而故意散播。

600所大学变技校？

根本没这事

中高考临近，市食药监加强餐饮单位监管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秦

雪丽 ) 一年一度的中考、高
考即将来临，这期间的饮食
安 全 牵 动 广 大 考 生 家 长 的
心，为加大考生饮食安全保
障力度，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在全市范围内采取多项

措施，从严加强餐饮服务单
位监管。

首先结合当地考试规模
和考点设置情况，以考点学
校食堂、考生食宿点及周边
餐饮服务单位和考生集体用
餐配送单位等为重点对象进

行全面检查。另外，加大考试
期间餐饮安全巡查力度，采
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涉及
考生就餐的各类餐饮安全违
法违规行为，对查实的严重
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涉
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
同时，加强与宣传、教育

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充分发
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和监
督作用，采取消费警示等措
施，引导广大考生科学健康
饮食。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李
楠楠) 3日，鲁东大学公布今
年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拟录取名单40人。今年鲁大武
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计划

招生40人，其中散打25人，武术
套路15人。

根据招生计划、报考人
数、文化考试成绩确定最低文
化控制分数线141分。在达到最

低文化控制线的考生中，按照
考生文体综合成绩，确定预录
取 名 单 ( 详 见 h t t p : / /
w ww . z s . l d u . e d u . c n / n e w s _
view.asp?id=646)。

鲁大拟录取

40名“武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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