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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奔驰驰来来烟烟““联联姻姻””共共育育蓝蓝领领精精英英
戴姆勒铸星教育项目——— 烟台基地昨日在烟台汽车工程职院落成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李
楠楠 实习生 王倩 通讯员

赵桂平 刘宗俊) 21日，全
球最著名豪华车生产商戴姆勒
公司在省内首个教育项目基地
在烟台汽车工程职院落成，“戴
姆勒奔驰班”同时开班，这意味
着奔驰与烟台高校“联姻”进入
实质阶段，未来将共同培养汽
车工业蓝领精英人才。

21日下午，烟台汽车工程
职业学院携手戴姆勒大中华区
投资有限公司在福山区成功举
办 了“ 戴 姆 勒 铸 星 教 育 项
目——— 烟台基地落成典礼”的
剪彩仪式。同时，戴姆勒铸星教
育团队也在烟台启动了本年度
的首场校园项目宣讲活动。戴
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合资公司人力资源支
持及戴姆勒中国职业教育总监
司徒马丁先生出席了典礼活动
并致辞。

据介绍，戴姆勒大中华区
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1

月，总部位于北京。公司负责如
下业务单元：梅赛德斯-奔驰
轿车、梅赛德斯-奔驰轻型商
用车、戴姆勒卡客车、梅赛德斯
-奔驰金融、戴姆勒零部件贸

易服务以及研发中心。其业务
范围覆盖中国大陆、香港、澳门
及台湾地区。2015年梅赛德斯-

奔驰品牌汽车的销量在中国再
创历史新高达到37 . 35万辆，并
且中国首次成为奔驰最大的单
一市场。2016梅赛德斯-奔驰在
华业务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与此相配合，戴姆勒铸星教育
项目也将继续发力，预计到
2016年底将形成一个覆盖全国
14个省市、每年向全国经销商
售后岗位输送300余名优秀毕
业生的教育网络。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坐
落于烟台市福山区，是一所以
培养汽车产业高端技术技能型
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公办高等职
业院校，2013年被确立为山东
省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立项建设
单位。该校自2014年12月正式
加入戴姆勒铸星教育项目，成
为山东省首家、全国第二批四
所合作院校之一，并签约运行。
一年多的时间里学校围绕该项
目进行了全面的建设工作。此
次，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作
为第一个依照全新项目标准建
设完工的学校，在场地建设、设
备配置、教具选择上都体现着

戴姆勒铸星教育项目对现代职
业教育精益求精的理念。

戴姆勒铸星教育烟台基地
总投资近600万元，使用面积
800平方米，基地配置三个理实
一体的模块化教室、一个多媒
体教室、一个整车诊断实训区
域以及一个非技术实训区域。
基地设计成梅赛德斯-奔驰授
权经销商标准车间，配备一流
的维修工具设备，戴姆勒大中
华提供的培训车辆一台、专用
诊断设备一套、教学用车辆总
成件若干。此外，场地内随处可
见奔驰车型介绍及铸星教育的

项目推广标识。所有这一切都
是为了给学生营造优良的学习
环境，企业化实训场所，帮助学
生全面发展，以适应未来社会
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

“戴姆勒铸星教育项目烟
台基地的落成，标志着校企双
方迈向携手共赢的又一个新台
阶。”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院
长尹桂瓒说，烟台基地的落成，
将对学校强化专业特色、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知名度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将
为戴姆勒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

俩俩退退伍伍大大学学生生士士兵兵校校园园创创业业
学习之外，二人拿退伍津贴创业卖起瓦罐饭

刚上大一就“投笔从戎”

23岁的李远超是山东泰安
人，他说，“我从小就十分向往
成为一名军人，我觉得军人都
很有责任感，军人那种正气非
常吸引我。”同为1993年出生的
单宇晨是烟台本地人，回忆起
当初从军的原因，单宇晨说，当
时觉得参军是个非常光荣的事
情，而且“军人很有气质”，也可
以磨炼自己，便背起行囊参军
了，学校保留学籍。

2012年，刚上大一的两个
人便怀揣梦想走进了军营。单
宇晨去了东营，当了武警消防
兵，而李远超去了北京，成为了
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兵。
谈起部队生涯，两个人感触颇
多，“以前我是那种比较瘦弱的
男生，当兵真是让我蜕变了。比
如训练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动作
站很久，真的就只能咬着牙坚
持下去；爬战术的时候，手划破
了全都是血，也要继续爬……
军队的生活实实在在地磨炼了
我的意志。让我拥有了许多珍
贵的东西，自己比以前更加坚
强，更加成熟了，而且有了一个
强健的体魄，挺感激这段经历
的。”李远超说道。

“对我而言，当兵给我带来
最大的一点影响就是对生命的
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是

消防兵，大大小小的任务参加
过2000多场，造纸厂失火，油罐
车事故，跳楼事件等等，危险的
场面见得太多了，更加明白活
着的意义是什么。”单宇晨感慨
地跟记者说。当兵不仅给了他
健硕的身材，同样也给了他应
对挫折的精神力量和能力。

退伍后希望自立而创业

退伍回来后，李远超从电子
信息专业转到了工商管理专业，
与工商管理专业的单宇晨成为
同班同学，两人熟识后发现性格
十分合得来，便成了非常要好的
朋友。当被问到创业的原因时，
他们表示，当兵让自己成长成熟
了，退伍回来后都闲不住，渐渐
都有了创业的想法。

李远超回忆说，“因为在部
队经常站夜岗，所以刚回来那
时候晚上总睡不着。同时也是
心里有压力，现在不仅要跟同
龄人竞争，还要和学弟学妹们
竞争，所以想学点书本上没有
的东西。就琢磨着自己干点什
么。”

“那时候经常上网看一些
大学生在校创业的项目。考虑
过饮品店之类的，也在学校考
察过，但是成本比较高，而且饮
品店也有几家了，别的项目又
没有合适的，最后考虑了投资
相对小一点的瓦罐饭，既简单

易操作，又安全卫生。”李远超
把这个想法跟单宇晨聊了一
下，那时候的单宇晨在做广告
类的电商，也没有什么太大成
效，单宇晨说，“恰好我女朋友
也爱吃瓦罐饭。”这样一沟通，
两人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决定
开始在校创业，卖瓦罐饭。

定下了方向，两人开始着
手准备。也是巧了，在印广告的
时候，单宇晨偶然认识了烟台
做瓦罐饭的总代理，是一位大
自己女朋友好几届的烟大学
长，人家也是去印广告的，彼此
交流了一番，单宇晨和李远超
决定加盟对方的瓦罐品牌。单
宇晨告诉记者，如果没有遇见
那个代理，他们打算自己摸索
着做瓦罐汤了，这样少走了弯
路，也是缘分使然。

“说起来还得感谢一个人，
我们班主任龙小宇老师，他听
说我们要创业，十分支持，给了
我们餐厅经理的联系方式，帮
了不少忙。”李远超说道。

同样当过兵退伍的龙小宇
老师说，“这两名同学平常表现
不错，班上成绩也是中偏上，相
比班上其他同学，他们表现得
更稳重更有想法，有创业想法，
作为老师我很支持他们，学校
也鼓励。”

除了贵人相助，两人的父
母也是很支持，都希望孩子可
以学到些经验，在兼顾学业的

同时，锻炼一下。记者了解到，
创业的启动资金将近两万块
钱，都来自于两人的退役津贴。

创业开头难贵在坚持

万事开头难。刚开始干的
时候，俩人什么都不熟练，李远
超说，“第一天开业，米饭都没
蒸熟就卖了，发现之后及时召
回了，然后去打饭窗口买的现
成米饭给同学们换上了。”说到
这里俩人也是感慨万千。单宇
晨告诉记者，开业头几天，菜量
饭量都预估不准，有时不够卖，
有时剩得多，剩了就要倒掉。他
们采购的罐子也比其他家的罐
子要大一些，因为怕小罐子同
学吃不饱。记者了解到，他们每
天早上6点起床，6点15分就到
食堂开始准备食材，切菜，蒸
饭，放料，做汤。一天就忙忙碌
碌地开始了，中午和晚上的吃
饭时间是最忙的，有时有课，两
人就把食材准备好，汤在大缸
里热着，然后挂一个牌子注明
何时回来营业，再去上课。“课
不能耽误，毕竟还是要先以学
业为主。”单宇晨说道。下了课
再赶回去营业，如此反复。

目前，两人还算收支平衡。
单宇晨笑着说，“现在挣的钱够
我们吃喝用的，起码经济独立，
不给家里增加负担，靠自己的
双手和汗水赚钱挺开心的。”

牟平区姜格庄小学

举行传染病预防讲座

春季是各类传染病的高发季
节，为了提高学生预防传染病的能
力，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近
日，牟平区姜格庄街道中心小学利
用大课间为全校师生作了春季传
染病预防知识讲座。

讲座中，学校郝主任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结合身边的事例，就春
季常见的流感、麻疹、水痘、流脑、
腮腺炎、手足口病等传染病的传染
渠道、发病原理、发病症状向学生
做了宣传教育。提醒学生，预防传
染病应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吃
熟食，经常开窗通风，不要聚集在
人多的地方，加强自身的锻炼，以
提高自身的防病意识。

此次活动的开展，有效地增强
了全校师生卫生防病意识，掌握了
传染病预防的基本方法，从源头上
预防和治疗传染病奠定了良好基
础。

通讯员 都巧丽

福山高新区中心校

举行第二学期开学典礼

近日，举行了2015—2016学年
度第二学期开学典礼。根据工作计
划，本次开学典礼的主题仍为“汲
取国学营养 争做谦谦君子”。

活动中，全体师生诵读了国学
经典中有关礼仪的名句，懂得了如
何回礼怎样回礼，“不学礼 无以
立”的古圣贤思想为广大师生所认
同。学校将在上学期评选静心读
书、体贴他人、拾金不昧等各类小
君子的基础上，继续评选“知礼小
君子”，逐步实现学生走出校门能
成为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世立
身的小君子的学校发展愿景。

通讯员 王玮

牟平实验中学开展

“我主讲秀风采”活动

为进一步强化“以学生为主
体”的课堂理念，让寒假作业展评
落到实处，全面提高学生总结、表
达能力，近日，牟平实验中学开展
了“我主讲秀风采”活动。

本次活动共分两轮，第一轮在
班级内部讲演，分学科、分层次组
织讲演，最后由班级推荐一位代表
到全校参加比赛；第二轮，全校组
织评选，参赛选手从假期作业规
划、解题思路、疑难问题处置等不
同角度，阐述寒假作业完成情况，
11名评委分别从仪态、语言、声音、
条理、板书五方面进行评分，同时，
要求所有评委必须当场对讲评者
进行点评，让讲评者找到差距，让
听讲者懂得学习的方法，最终达到
同步提高的目标。

通过这次活动，让学生进一步
明确了在假期中如何规划自己的
作业、如何去解决难题，既丰富了
学生的知识储备，又培养同学们敢
于评价、敢于发言的能力。

通讯员 王轩

更多教育咨讯

请关注“小记者”官方微信

小记者官方微信包括小记者
团、培训学校以及教育资讯等多个
板块，涵盖养成计划、家长课堂、修
学游学以及活动预告，还有幼升
小、小升初和中高考政策资询等内
容。

校园播报

退伍大学生士兵单宇
晨(右)和李远超创业谋自立。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实习生 王倩

中午刚下课，食堂人头
攒动。在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的食堂二楼一角，有两个帅
气的小伙子正在忙碌着，打
卡，盛饭，放瓦罐，还不时提
醒着同学小心烫手。窗口上
贴了一张字条：“在校生创
业”。他们就是2014年底从
部队退伍回来的在校大学
生单宇晨和李远超。

戴姆勒铸星教育项目烟台基地昨日落成。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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