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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在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二楼

每年高考结束，每一位选
择荷兰本科留学的学子，想必
都遭遇过对比U和H类大学的
烦恼，为此，本报将邀请各国留
学专家莅临专科场高招会现
场，为学生和家长解读各国留
学政策，帮助每一位学生或家
长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

高中毕业选H类大学

通常如果选择荷兰的本科
阶段留学，对于国内没有本科
经历的学生来说，选择H还是
比较明智的。根据荷兰的教育
体制，如果学生选择了就读U

类大学的升学方向，那么学生
在高中阶段已经分了专业，例
如选读商科方向的学生，已经
在高中阶段读了基础的经济
学。而对于国内想要申请荷兰
本科的学生来说，如果只是高
中毕业，并且高中阶段的学习
成绩不是十分理想的话，直接
进入U类大学接受英语教育，
外加和一群已经有一定基础的
外国同学一起上课，每周得应

对上百页的阅读，还是有一定
挑战的。而在H类大学里，第一
年的课程相对基础些，老师的
进度也比较慢，在初期对于环
境适应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H和U的主要区别便是实
践与理论。虽说两者的课程设
置有很大的相似，但是课程内
容却是相去甚远。例如同样的
公式，在H里只是要求背下来，
在U就会需要知道证明等。荷
兰H类大学的优势是“全面发
展”，比如在四年内，学业的负
担不这么重，能有时间参加体
育课、打工、甚至学习荷兰语，
这些对学生今后的实习和工作
都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同学应
征工作，实习经验不得不说是
个优势。在H类大学的第一年
就有模拟企业公司的课，让你
了解公司运营基础概念。到大
三有交换和实习的机会，更让
本科生活充实起来。所以H的
本科毕业后，有了实习的优势，
在实践型的道路上更容易应对
自如。

除此之外，荷兰H类大学

的另一大优势就是研究生阶段
的选择方向，例如像美国的一
些学校的研究生申请要求四年
本科，这反而是H的一个优势，
而对于U来说，当选择去美国
继续读研的时候，很有可能会
碰到“本科学历不足四年”的瓶
颈，导致申请不到很TOP的学
校。

大学生适合选U类大学

大部分就读荷兰U类大学
本科阶段的中国学生通常来自
于H类大学的转学生、以及国
内读了一两年大学后选择出国
的学生。通常来说，这样的学生
学习能力相对强一些，对自己
的人生目标可能会设定得高一
点。而U类大学的老师，在大一
还会稍微考虑下进度，进入大
二以后的讲课方式大多以概述
带过，对学生本身阅读能力要
求会越来越高。在U想要拿到
一个漂亮的分数，还是需要学
生十分努力的。荷兰的U类大
学教育质量在全球范围内的认

可度还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
的荷兰U类大学都是可以排进
世界前两百的，毕业以后找个
相对不错的工作并没有什么难
度。

U类大学相对于H类大学
来说，理论基础就扎实很多，教
材的深度和广度都要超过H类
大学。其实把U类大学的学习
节奏比喻成中国的高中，还真
的有几分相似，但是最大的不
同是，这里没有人管着你，拿学
习成绩排名恐吓你,当然，好的
学习效率和严格的自律能力从
来都是一个成为优秀学生必不
可少的条件。

对比下不同的U类大学
吧。其实不同的专业对于不同
人来说感觉也是不同的，并且
别人觉得好的专业不一定适
合你。所以我先建议那些对比
A学校和B学校哪个比较好的
同学或者家长，可以先根据学
生自身的实际情况，给学生一
个合适的定位，别一味看重所
谓的世界综合排名和专业排
名。

留留学学荷荷兰兰本本科科HH与与UU如如何何选选择择

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的
学习方式都被移动化、碎片化、
定制化。过去，课堂和书本是两
类主要学习渠道，现如今，朋友
圈、开放式的社交平台取代前两
者。

那么，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
社交平台是怎样影响HR的？近
期智联招聘HR公会推出了一期

问卷调研，这项有7421人参与的
调研中，人力资源科班出身占
20 . 64%，非科班出身占79 . 36%。
也就是说，HR的专业门槛仍比
较低，对于近80%“半路出家”的
HR来说，急于构建职业技能与
知识体系，这种学习一方面来自
于工作，一方面便是移动互联网
时代的碎片化阅读。

参与调研的人群中，人力资
源专员/主管占比68 . 36%，人力
资源经理/总监及以上级别占比
31 . 64%，其中有49 . 74%的受访者
表示是通过朋友圈获取人力资
源相关信息的。看来，朋友圈除
了提供“点赞之交”外，还是分
享知识的重要平台。朋友圈晒出
来的文章质量更大程度上取决

于你的微信好友质量。如果你的
好友都是爱学习、且懂得知识分
类的益友，那么恭喜你，他们转
发的文章也必属精品，值得你从
中汲取养分。

企 业 的 中 高 管 群 体 存 在
着“胜任力断层”现象，这是中
国 企 业 经 历 快 速 成 长 后 管 理
人 才 匮 乏 酿 成 的 后 果 — —— 大

量基层主管“被上位”至中高
管理层，而企业又很少给他们
有效的培训与学习方法。H R

管理者在其中扮演了“识人”
与“选人”的“伯乐”重任，但他
们 也 是“ 被 动 成 长 ”的“ 受 害
者”，而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
胜任力，只能依靠碎片式学习
与阅读弥补。

HHRR要要学学会会利利用用““碎碎片片化化””学学习习

牟平区宁海中学：

落实暑期安全教育

近日，牟平区宁海中学举行
了“安全时刻挂心上，生命紧握在
手中”暑假安全教育周活动。各年
级通过校内专栏和板报形式，告
诫大家假期里不到野外游泳，雷
雨天不到大树下避雨等安全常
识。宁海中学开展的暑假安全教
育系列活动，为广大同学能够度
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期，打下了
扎实的基础。

通讯员 杨军霞

牟平区沙子小学

丰富大课间活动

沙子小学的大课间活动改变
了以往单一的学生跑操或做操的
活动形式。如今的大课间活动变
得丰富多彩，趣味十足，各种各样
不同的曲子，如欢快的兔子舞曲、
俏皮的蓝精灵舞曲、节奏感强的
跑步舞曲、最具传统文化底蕴的
经典诵读等铃声依次提醒我们师
生在不同的时间进行着不同的活
动。

通讯员 曲爱华

开发区第八小学：

举行家长进校园活动

近期，烟台开发区第八小学
举行了“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
堂”系列活动。活动中，学生家长
们观摩了优秀教师的示范课、欣
赏了孩子们富有个性的才艺成果
展示、参与了学生日常加餐及大
课间活动，同时针对学校常规工
作与教师进行了有效的沟通和交
流。

通讯员 宋丽华

官庄小学

举行体育节

近日，官庄小学隆重举行了
体育节。本届体育节以“我运动，
我健康，我快乐”为主题，有学生
个人的单摇、双绕跳绳比赛，踢键
子比赛，还有班级集体的跳大绳
比赛，活动期间，还积极开展“我
最喜欢的体育明星”等为主题的
实践活动，引导学生了解体育文
化，体会体育精神。

通讯员 陈吉宁

鼎城小学

铁路安全教育进校园
暑假来临，为提高小学生的

铁路安全意识，近日青岛铁路公
安处珠玑车站派出所民警走进鼎
城小学为800余名师生进行铁路
安全防范教育，播放铁路安全教
育片，提醒学生严禁在铁路线上
行走玩耍，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勇
于揭发各种违法行为。

通讯员 梁永生

校园播报
专刊记者 王伟凯

6月28日，由本报主办的山
东高考招生咨询会(烟台)本科
场圆满落下帷幕。为了给更多
考生提供与院校面对面交流的
平台，7月26日(周日)上午9：00-
12：00，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
(烟台)专科场将在芝罘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
二楼开幕。届时，省内外的特色
专科院校，有招生计划的本科
院校将悉数到场，现场为考生
答疑解惑。

选专科(高职)还是本科

对于那些非常注重学历的
人来说，取得一个高学历会让
他们具有安全感，因为只有这
样，他们才会觉得自己是成功
的。但面临超级激烈的竞争，与
其为考不上本科而抓狂，倒不
如踏实地准备好自己专科高职
阶段的生活，使之更有价值。

搞清楚专科(高职)和本科
之间的差别是只能报这个批次
的考生和家长最应该知道的。
只有知道了这些真实情况，才
会让自己心中更有底气。两者
之间的不同就是培养目标和知
识结构的不同。专科(高职)是
为了培养具有某种知识和技能
的人才，能直接在一线工作；而
本科则是为了培养有专门知识
和技能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
人才。由此看来，专科(高职)更
能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不
管是学生的知识结构，还是学
校的师资构成，两者之间都有
比较明显的差别。

在市场化的今天，学历至
上的时代已经渐渐老去，靠技

术、能力生存与发展才是这个
时代的大趋势。

专科和高职的区别

中国目前的专科层次教育
可以简单分为专科和高职两种
形式，这两者在教育理念、培养
目标、教育模式等方面存在一
定的区别。简单来说，专科毕竟
是本科层次的补充，相对偏重
知识的教授；而高职则是从职
业教育培养的角度出发，更加
偏重学生技能上培养。

虽然高职是近几年才新
兴的一种教育形式，但是因其
更加强调教育的实用性，且能
够更高程度上满足用人单位

的需求，高职类院校越来越受
到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关注与
欢迎。

从录取分数上来说，除了部
分名校专科的分数超过了本科
线，绝大部分的专科和高职院校
录取分数是很难分出高低的。因
此，考生和家长不要有专科分数
高、高职分数低的错误想法。

但不管是专科还是高职，
众多高校的专升本考试依然给
大家继续上升的空间。虽然花
费的时间比直接读本科会多一
年，且毕业证上会写明就读年
限，但用人单位很少在这些细
节上纠缠。如考生有继续升读
本科的愿望，建议家长和考生

在咨询会现场多问问各校专升
本方面的信息。

温馨提醒

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烟台)

专科(高职)场
时间：7月26日(周日)9：00-12：00

地点：烟台市芝罘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二楼
(机场路和蓁山屯路交叉路口
东南角)

可乘坐9、19、56、27、44、46、59、
73路公交在朱家庄站点下车
组委会热线：0535-2113607
15506483377

高 考 志 愿 填 报 交 流 群 ：
188731216

6月28日，本科场高招会现场。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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