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李
楠楠 实习生 赵欣瑜 ) 10

日，2016烟台春季留学展圆满
落幕，随着留学日渐平民化，家
长和学生对于出国留学更加理
性，除了“钱途”，更看重能力培
养。

10日上午9:00-12:00，烟台
春季国际留学展在芝罘区中银
大厦正式开幕。据悉，本次留学
展上前来咨询、报名的家长大
多都是为正在读初中的孩子做
准备，甚至还有更小年级的。

“孩子小，对周围的事物认知还
没有形成固化的思维，所以我
想早点让她去接受新的教育方
式。”市民刘女士说。

现场不少的家长是来了解
一下详细情况的，每家学校他
们都会坐下仔细交流，包括学
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吃饭
住宿、学费以及在境外的安全
问题等等。杨朝红女士说：“我
就是来替孩子了解一下，回头
把更可能多的信息提供给他，

让他自己选择。他个人还是想
先参加中考试试看，我们不会
强迫他。”她还表示，自己之前
已经看了很多家学校，作为母
亲，孩子太小出国的话，她还是
很担心。

据现场启德留学烟台分公
司的负责人介绍，来咨询的家长
选择的留学国家大多都是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日、韩等，而
家长们做“高考+留学”两手准备
的还不少。在中国海洋大学剑桥
国际课程中心展位前咨询了十
多分钟的夫妻俩，还是不放心地
想让孩子一边学习国内普通高
中的课程，一边可以在节假日去
中国海洋大学剑桥国际课程中
心学习。这位女士说：“我就怕孩
子两头都打空。”

“家长们的观念也发生
不少的变化。”启德留学顾问
告诉记者，以前不少家长都
会考虑孩子出国后将来能挣
多少钱，什么热门专业更好
就业，“今天，不少家长除了

看‘钱途’，不少家长更看重
国外是否有更好的学习成长
环境，能力是否得到真正的
培养。”

“我们把孩子送出去，希
望他学到更多的东西，能更

好地锻炼他，专业让他自己
选择。”一位来自威海的家长
说，孩子现在上高二学习不
错。“家里有企业，就是希望
他能通过留学，有能力把家
里的企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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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教育考察团到

牟平一中参观交流

近日，由威海市教育局组织
的教育考察团在市、区教育部门
相关领导的陪同下，对牟平一中
的走班教学工作进行了考察学
习。

考察团对牟平一中在走班教
学和管理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

通讯员 王维霞

篮球明星走进

开发区实验中学

近日，开发区实验中学邀请
到CBA北京首钢篮球明星球员王
骁辉和NCAA明星球员C.J到校为
学生们上一堂精彩的篮球公开
课。

一个小时的篮球公开课让参
与其中的队员们玩得过瘾，同学
们与球星合影留念。学生们对篮
球有了新的认识，并希望学校以
后能够多组织这样的比赛。

通讯员 于洁梅 辛红波

开发区第一小学

开展防踩踏演练

近日，烟台开发区第一小学
利用大课间举行了常规的防踩踏
演练。校领导也对此次常规演习
极为重视，演习期间一直在密切
关注着各班动向。

通讯员 禹传军 肖龙辉

雷锋月里心连心

志愿服务话环保

近日，根据区“心连心志愿服
务月”活动要求，福山区教体局烛
光志愿服务大队泊子小学分队开
展环境整治活动。

通讯员 姜谦

更多教育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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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幼升小、小升初和中高考政策资
讯等内容。

校园播报

大大二二大大三三把把车车学学，，大大四四毕毕业业开开上上车车
记者高校调查，大学生学车成为校园潮流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实习生 赵欣瑜

大学生学车现象如今已
经越来越普遍，有时间和精力
又没有上班的压力，还能享受
诸多“待遇”。“分期实行，要不
将来买车花一笔，学车再花一
笔。早点学好，磨刀不误砍柴
工嘛。”学车的同学打趣道。

近日，记者在烟台大学、鲁东
大学以及山东工商学院等高校就
大学生学车的话题随机做了个调
查。调查结果显示，学车的主力军
为大二、大三学生，二者所占比例
达到85%左右。大一和大四的学生
学车的比较少，有很多人在高考过
后就学车拿到了驾照。宏观来看，
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各占一半左
右。学车报名的费用大多在3600—
4100元之间，拿到驾照的时间因人
而异，在两个月到半年以上不等。

“我大二只用了两个月就拿到
驾照了，甭管有车没车，先有了证，
将来买车也能多一分底气不是。”
烟大人文学院大二的徐文慧说。

“对啊，关键是现在有时间，我学车
的地方有几个上班族来学，请假还
要看老板脸色，还得担心工资的全
勤奖啊什么的，心理压力负担太
重。”耿一宁同学表示赞同大学生
早学车。

山东工商学院一位正在学车
的研究生说：“我觉得我现在开始
就有点晚，个人建议大学生最好在
大一大二不怎么忙的时候学。我参
加过几次招聘会，人家直接问我会
不会开车，不会的话那就很尴尬
啊。而且将来上班总得有需要的地
方，可以没有车，但不能不会开。”

有没学车的同学表示，驾校学
费太贵，本来学费和生活费让父母
承担就很辛苦了，不好意思再让他
们出钱考驾照。据调查显示，绝大
多数人学车的费用来源于父母。

“我妈说了，早点学好，磨刀不误砍
柴工，等将来我买车就让我自己努
力奋斗了。”烟大建筑学院的于洋
说。

据悉，更多的父母是支持孩子
考取驾照的，他们认为汽车越来越
普及，会开车也是一技之长，技多
不压身。

烟大土木学院的刘同学
回忆起自己学车时的情景，不
禁笑得直不起腰。“我第一次
上车的时候很紧张。把教练说
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他冲我喊

‘打死！打死！’的时候，我整个
人都蒙了，心想打死谁啊，还
是谁要打死我。原来他叫我把
方向盘打死。”

“学车之前就担心教练会
不会很凶，结果他骂我就哭，
骂我就哭。后来我上车一出
错，他第一句喊得就是‘先别
哭，听我说！’估计他也是无奈

了。”烟大的李颖颖说，现在想
想其实她的教练挺温柔的。

“别问我，一个科目三考
三次挂三次的人她不想让你
采访，心灵有创伤。”山东工商
学院的谢菲临走前还是说了
一句：“冬天那么冷还要起床
很早，简直是一种非人的折
磨，夏天涂再厚的防晒霜都是
徒劳。”

杨同学表示自己没有遇
到奇葩教练，但是遇到了奇葩
考官。“考科三啊，本来应该是
下午3点多考完的，结果考试

的时候主考官示意不用停，直
接过。上午11点多就完事了，
我也不懂他是急啥。更觉得这
样的考试，即使有了驾照敢上
路吗？”

“我的教练说，考试不过
都是心态不好。他教出来的学
生技术上不存在问题，考试的
时候牢记一点：妹妹你大胆地
往前走。他说真到不能走的时
候肯定就会有人提醒，毕竟考
试的时候车上可不止我一个
人呢，安全第一。”鲁东大学的
李同学说。

阳春三月，正是学车
好时候。但面对参差不齐
的 驾 培 市 场 ，该 如 何 选
择？

为了回馈广大市民，
即日起至6月1日，齐鲁晚
报将选取市区质量过硬
的驾校，联合推出“齐鲁
学车团”，“学车团”限200

席培训费用大优惠，报名
学员可获减免2 0 0元的优
惠：

普通班C1：从4000元
让利至3800元；

普通班C2：从4200元
让利至4000元。

另外，1 0人起团报再
优惠200元：

普通班C1：从3800元
让利至3600元；

普通班C2：从4000元
让利至3800元。

2 0 人起团报再优惠
200元：

普通班C1：从3600元
让利至3400元；

普通班C2：从3800元让
利至3600元。大学生优先报
名、优先练车、优先约考。

团报 3 6 0 0元 (包括学
费、书费、查体费、保险)的
全市最低价，本期团报的学
员报名后当天即可查体，考
试名额充裕。合作驾校均聘
请具有多年驾驶经验的教
练员为教学骨干，他们技术
娴熟，动作规范，文明带教，
因人施教，爱岗敬业，不对
学员吃，拿，卡，要，不训斥
刁难学员，有科学的训练制
度和管理措施，能充分保证
训练效果和质量。学员只要
坚持学习3个月左右，就可
以拿到驾照。保证每一名学

员一次投入，顺利拿证。
本次团报限2 0 0个名

额，欲报从速哦！学员白天、
晚上均可练。白天班：早上8

点-下午4点；夜间班：下午4

点-晚上8点。凡在该季报名
学车的学员(包含学子以外
的学员)，全程服务专员全
线跟踪，优先安排金牌教练
员执教，优先安排训练和考
试等。

报名方式：
报名参加本报第一

季“齐鲁学车团”学员，需
拨打本报热线报名电话：

15063815716
15192223111

请留下姓名、联系方
式等相关个人信息，生成
报名记录，之后确认，正
式成为“齐鲁学车团”学
员。

想低价学车别错过

“齐鲁学车团”开团，3600元轻松拿驾照

学车时的那些趣事
父母支持时间充裕

留学展现场，家长现场咨询留学问题。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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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车市场潜力大，不少驾校直接开在学校里。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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