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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不高就学门技术，考生和家长变理性

44000000余余名名新新生生来来烟烟学学一一技技之之长长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2015中国文化海外行——— 金
辉美国营”日前在美国纽约维郡地
区白原高中圆满闭幕。“中国文化
海外行”由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
办，烟台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
室协办，首次在美国举行。

市外事侨务办在全市甄选了5

名优秀才艺教师参加了此次活动，
教授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地理和
历史、书法国画、手工和剪纸、中国
武术课、民族舞蹈、戏剧脸谱绘制
等课程。美国两所华夏中文学校的
近百名华裔青少年及家长和老师
参加了此次活动，零距离接触中华
文化，体验中华才艺，感受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

短短10多天里，孩子们爱上了
中华经典故事、爱上了京剧脸谱绘
制、爱上了软笔书法、多彩国画、神
秘的无笔画、阳刚的中华武术、清
新的傣族舞和俏皮的东北大秧歌，
陶醉其中。

此次“中国文化海外行”对推
动中国文化的交流具有深远的历
史意义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促进
了美国华裔青少年学习中国文化，
增进他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了解，增进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教
师们也不辱使命，成为魅力烟台的
宣传大使，提升了烟台美誉度。

烟台教师团在美

传授中国文化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李楠楠 ) 27日，开发区一所
高职开始开学新生报到，与往
年学校担心录取的学生会不
来报到不同，今年这个学校的
录取率和报到率都还不错，当
天预计有4000余名新生来报
到。学校老师告诉记者，国家
现在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考
生和家长也变得理性了，成绩
不高就学门技术的观念逐渐
深入人心。

27日，位于开发区的烟台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开学
新生报到，当天在火车站以及
汽车站，多辆大巴往返不断地
往学校接送学生。“我们来自
菏泽，孩子考了300多分，成绩
不高，就想让他到沿海城市学
门技术，一技傍身将来也能养
家糊口。”在新生报到处，一位
家长告诉记者，他给孩子选的
是机电一体化专业。记者在信
息与传媒系的一个班级报到
处看到，一上午就报到了30多
名学生，老师告诉记者班上一
大半学生都来了，剩下的下午
到来。

“今年学校一共录取了
4000多名新生，其中高职2750

人，技师1300人。其中文科最
高分4 9 8分，理科最高分5 0 2

分，高出二本线12分。”烟台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
招生科张桂荣老师告诉记者，

“现在家长的观念发生了很大
的转变，以往家长更看重文
凭，都希望争本科，现在家长
都看开了，成绩不高，学门技
术在手也挺好，也不少挣钱。

这从学校这两年的招生情况
就能看得出来，以前招生难，
好不容易录取了，还担心不来
报到，现在每年学校的计划都
能超额完成，学生报到的积极
性也很高。”

“我们认为一方面是因
为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职业
教育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就
是职业教育学技术好就业也
让很多考生和家长逐渐改变
观念。”张桂荣说，“比如很多
考生报考我们的汽修专业，
家长就跟我们说，现在汽车
逐渐普及，学了这个专业，毕
业先去大企业里锻炼锻炼，
即使不留在企业，但手里有
技术自己弄个维修店铺，也
不少赚钱。”

不不创创业业当当家家，，不不知知““柴柴米米””贵贵
外企女白领下海把包卖，开业五个月炼成“女汉子”

大学就创业

上学没花家里一分钱

“你好，欢迎光临。”在烟台
万达广场芝罘金街的“JTYS&
TYC”潮包店，张珊看到有顾
客进店就自然地打招呼。“服务
行业是微笑行业，需要耐心和
细心。”张珊说，“很多时候，十
个顾客光顾才成一单。”

“我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挑
战的人，创业的想法从上大学
就有。”张珊说，2006年从牟平
一中考入江南大学后，四年大
学学费生活费就没有要家里
一分钱，“学费靠奖学金，生活
费就靠自己打工，做点小生意
挣钱，我做过服务员、家教，卖
过十字绣小饰品，还入股同学
的奶茶店，卖过皮包……”大
学时期，身边就不乏创业的小
伙伴，但是，稳重的张珊并没
有盲目随大流，而是从兼职实
践历练中积蓄力量，默默地等
待时机。

“创业的想法一直都有，但
感觉刚毕业还是要到大城市锻
炼一下。”张珊说。大学毕业后，
张珊先后到深圳、北京IT行业
担任外企研发工程师以及商务
经理，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中
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工商管理
研究生课程。

2014年1月，张珊决定回到
家乡发展，“在外面漂过了，最

终还是要回家的。”张珊说，“曾
经的创业梦想在回家后几个月
重新涌上心头，并付诸实践。”

钱不是第一重要

项目是最重要的

要创业说干就干，这位酷
爱跑步、马拉松协会成员江湖
称号“女侠”的张姑娘，虽然看
起来柔弱，但做起事来干脆利
落、风风火火。从产品授权到铺
货配货，到经营指导，张珊一一
应对。

“中间的琐碎事情很多，比
如装修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崩溃
的事情。”张珊说，一个女孩子
天天跟一群老爷们中间“讨价
还价”，“改这改那”，最终效果
还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追求
完美讲究细节的张珊愣是将不
满意的货架扔掉重新制作，“当
时确实很心疼，一万多块钱哪，
都是血汗钱啊。”

“当初还有选址的困惑，还
有资金短缺的困难。”张珊说，

“这个店租金加装修基本把之
前在外面闯荡挣的钱都投了进
去，所以进货的时候货款都是
赊账。那时候真有不成功便成
仁的感觉。”

不过，作为一名混迹过长三
角，行走过广深，长居过京城的
有为青年，张珊觉得这些都没有
什么，“挣的钱本来就是要花嘛，
关键看花的值得不值得，年轻人

就是要多折腾一下，而且我觉得
创业钱不是第一重要，现在都可
以众筹嘛，最重要的是项目，一
定要选一个好项目。”

张珊卖的包都是当下时尚
年轻人喜欢的款式，“之所以卖
包，因为我觉得潮流是年轻人
心目中永不过时的时尚，而之
前大学卖包结识的人脉让货源
渠道不成问题。”

创业除了收获钱

更重要的是成长

张珊的店从2015年3月开
业以来，现在每个月的营业额
平稳增长。“应该说是步入了正
轨，现在正在保本运行，预计一
年后可以收回成本，正式盈
利。”张珊说，现在当务之急就
是寻找一个好的店员，培养成
一名优秀的销售员，创造价
值。”

张珊说，自己虽然开店卖
包，但自己绝不定位成一个个
体小老板，而是要企业化管理，
我可以偶尔来店里，但绝不会
天天在这看店，因此招募培养
优秀的店员很重要。

虽然刚刚回到烟台一年
多，但张珊已经在这里有了自
己的事业，还有房、车以及即将
组建的家庭。谈到创业的收获，
张珊说，“创业首先是要挣钱，
当然除了钱之外还有更重要的
就是成长。”

“从上学到毕业工作，接触
社会的范围不是很广，朝九晚
五，生活比较单纯。”张珊说，

“但回烟台这一年多来，好像把
之前几年的社会接触都补回来
了，人际交往也逐渐成熟，因为
你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顾客，
对很多奇葩的顾客现在也能轻
松应对。”

“还收获周围邻居的真挚
情谊，我作为一个刚刚步入社
会的小姑娘，我店周边的邻居
都是老生意人，但他们对我都
很帮助，生意方面的事情教会
我很多。”张珊说。

现在的张珊依然忙碌，但
生活丰富，喜欢读书，爱好运
动，“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今
年3月刚在无锡以2小时成绩完
成半马首秀，下半年将挑战人
生第一个全马，跑马目标是60

岁之前完成100场比赛。

今年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联合烟台大学投放了机电一
体化3+2分段培养50个理科计划，
吸引了不少高分考生报考，其中
最高分489分，最低分442分。

可是在报到现场，不少考生
和家长告诉记者，志愿都填完了
省教育厅才发出文件称三年专
科后还要参加专升本考试。

“虽然试点3+2，但最后也不
是直接升本科，而是要考核测试，
择优选拔部分学生，这意味必然
有学生会被淘汰。”现场一位家长
张先生告诉记者，“那么高职三

年，学生们为了在最后的考试中
胜出，势必会更注重文化理论的
学习，那么高职动手能力的培养
是否能达到预想的目标？3年的高
职是否会变成3年‘高中’？”

据了解，现在实行的“专升
本”政策规定，专升本比例严格
控制在5%。“这次没有明确3年
专科念完后什么比例。”一位家
长疑虑，“万一还是5%的比例，
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考生和家
长现在最关心将来的录取比例
问题。”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考生和家长变理性，到校报到积极性很高。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延伸报道

3+2分段培养的新生家长担心
是否会将三年“高职”读成“高中”？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5年9月7日上

午10时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状在
我公司拍卖厅以现场竞价方式进
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本次拍卖标的(以下简称标的)：
1、即食海参L1(4斤/件，754件)
2、即食海参L2(4斤/件，441件)
3、即食海参L3(4斤/件，116件)
4、即食海参L4(4斤/件，31件)
5、美国小参(16斤/件，1件)
6、美国小参(40斤/件，32件)
7、北极干参1(15斤/件，49件)
8、北极干参2(盒装)(12斤/件，3件)
9、北极干参3(散装)(15斤/件，41件)
10、干刺参(散装)(20斤/件，211件)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和地点：自公
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应
在拍卖会前缴纳竞买保证金4万元
人民币并持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办
理竞买手续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
期不予办理。
四、特别说明：拍卖标的以现状为
准，若有出入，拍卖成交价款及拍
卖佣金不予调整。
联系电话及联系人：0535-4710237
13793508351 贺女士
公司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北
关大街867号附13号

烟台琪恒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8日

“侠女”张珊和她的“潮包”。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实习生 孙囡

创业是当下一个热词，很多白领都有创业的冲动，但
真正付诸行动的往往很少。而85后外企白领张珊却是一个
敢想敢做的人，瞅准项目就直接下海创业卖包去了，白领
转眼成了“店小二”，创业五个月，柔弱的她炼成了“女汉
子”。“不创业当家，不知‘柴米’贵。”张珊说，“创业不容易，
但我不后悔，年轻就要充实锻炼成长。”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李楠楠)

日前，由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
鲁大文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与中华
文学史料学会古代文学分会等主
办，蓬莱市人民政府承办的“蓬莱
仙道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全国学
术研讨会在蓬莱成功举办。鲁大副
校长刘焕阳主持会议。蓬莱市市长
孙业宝、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
王志民教授等分别致辞。来自中国
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
学、湖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
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会、蓬莱阁管理
处文物科等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
专家学者共50多人参加了会议。

蓬莱仙道文化源远流长，它源
于中国古代神话文化，是中国最为
重要的神话系统之蓬莱神话的产
物，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海洋文
化特色，是中国古代士子精神栖宿
的土壤与家园，在中国古代文学方
面有重要体现与影响。本次会议即
针对蓬莱仙道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
的关系展开探讨，共收到论文44篇，
重点探讨了蓬莱仙道文化在中国古
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流变情况、
中国古代相关作家与蓬莱仙道文化
的关系、古代道教与蓬莱仙道文学
的关系、蓬莱仙道人物形象等内容。

“仙道文化”学术研讨会

在蓬莱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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