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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考考开开始始进进入入紧紧张张填填报报志志愿愿阶阶段段
专业选择得注意，切勿追寻所谓热门专业

柳柳园园北北路路跨跨高高速速桥桥通通车车

本报聊城7月6日讯(记者
张跃峰) 随着7月5日开始

填报文理类本科一批、艺术
类本科一批、体育类本科首
次志愿，自主招生批志愿，高
考开始进入紧张的填报志愿
阶段，不少考生和家长在选
择专业时百般纠结。

据介绍，高考过后，学子
们依然不轻松，因为他们还
要过一个坎，即填报高考志
愿。有观点指出，填报高考志
愿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高
考，既要考虑兴趣爱好，也要
考虑就业前景等，生怕不小
心就会“选错行”。

在7月5日的填报过程
中，在城区几所高中均出现
了这样情况，家长和孩子就
选报什么专业而难以取舍，
抓住班主任老师问个不停。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容
易就业是不少考生填报高考
志愿时首要考虑的一个因
素。据聊城三中一位毕业生
家长介绍，根据他事先上网
查询的资料，目前在招聘热
门行业榜单中，投资证券、计
算机、会计审计、建筑建材等
行业表现出极大的招聘需
求；相较于IT计算机互联网

等新兴热门行业，部分传统
行业如建筑建材、会计审计、
机械重工等更受求职者关
注。因此，他建议孩子从这些
方面来考虑填报专业。

聊城三中的一位班主任
老师则一再提醒，家长和学
生要注意当前已亮“红牌”的
专业。据介绍，今年6月上旬，
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
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指出了
一些“红牌”(“红牌”专业指的
是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薪资
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低的专
业)专业。本科有应用心理学、
化学、音乐表演、生物技术、生
物科学、美术学；高职高专包
括法律事务、语文教育、工程
监理、建筑工程管理、税务等。
与此同时，上海市教委也将一
些专业列为2016年度预警专
业，包括英语、国际经济与贸
易、法学、工商管理、物流管
理、新闻学、旅游管理、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市场营销、行
政管理等10个专业。

聊城二中的一位班主任
老师则提醒说，填报志愿不
光要考虑就业，家长同时也
要尊重孩子意愿，让孩子按
照兴趣来选择。填报志愿注

意要从兴趣着手，找到自己
的潜能，这样以后不管是学
习还是工作，都会发挥出自
己的潜能优势。“从就业的角
度看，即便报考冷门专业，但
是因为是自己的潜能优势行
业，也能从容就业；反之，一
味追求热门专业，因为发挥
不出潜能优势，学艺不精，就
业时也可能陷入困境。”

聊城大学招办的一些老
师则建议，考生应认清兴趣
爱好及规划，了解目标院校
相关专业的招生计划、学科
实力、培养目标、学习课程和
就业方向等情况，结合自身
特点进行选报，勿要一味追
寻所谓的热门专业。填报专
业志愿的时候要拉开一定的
梯度选报几个专业，不要全
报热门的专业，可参考“热一
下”、“稳一下”、“保一下”的
原则，即第一个专业可选择
热门专业，那第二个专业要
选“比较热门”。具体可参考
相关学校往年在各省各专业
录取的最低分和平均分。与
此同时，最好填报服从专业
调剂，避免出现因专业录满
而出现不得不作退档处理的
遗憾。

王王子子华华受受邀邀担担任任全全国国““群群星星奖奖””评评委委
本报聊城7月6日讯(记者

凌文秀) 日前，临清市“全
国群文之星”、著名剧作家王
子华老师受文化部邀请，担任
全国第十七届“群星奖”评委，
也是聊城市唯一的“群星奖”
评委，将从全国70余个上报作
品评选出30个进入复选阶段。

“群星奖”创办于1991年,
是文化部为繁荣群众文艺创
作，促进社会文化事业的繁
荣发展而设立的全国社会文

化艺术政府奖。“群星奖”评
选包括作品类、项目类和群
文之星三大项。

王子华是临清著名小品
剧作家，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
员、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先进工
作者、山东省劳动模范、山东
电视台文艺部特邀编剧、临清
时调代表性传承人。在全国第
16届群星奖评选中，荣获中国
“群文之星”称号。

据了解，王子华老人从

事基层群众文化工作五十余
年，培养文艺骨干有上千人。
多年来，他写过的歌曲、诗
歌、曲艺、舞蹈、小说都曾取
得过骄人成绩，在全国、省内
斩获几十项金奖和银奖。尤
其由他编写的小品因其富有
鲜活气息的情节内容、幽默
生动的民间口语而被众多人
所熟知，他创作的小品《鞋
钉》，还曾登上1997年央视春
晚舞台并最终荣获金奖。

本报聊城7月6日讯 (记
者 张跃峰 ) 根据记者日
前从东昌府区政府获得的
信息，全区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标
准提升，其中，农村五保人
员集中供养标准提高到每
人每年6060元。

据介绍，为切实解决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打赢扶贫
攻坚战，东昌府区政府研究
决定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标
准。自2016年1月1日起，全
区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由
每人每月380元提高到400

元；农村低保年保障标准由
2 6 0 0元提高到3 0 5 0元；农
村五保人员集中供养标准
提高到每人每年 6 0 6 0元，
敬老院工作经费提高到每
人每年 1 5 0 0元；分散供养
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900
元。

本报聊城7月6日讯 (记
者 谢晓丽) 7月1日，柳园
北路跨高速桥经过八个多月
的维修已完工，恢复通车。

记者了解到，柳园北路
跨高速桥,长385米,宽60米,面

积23100㎡,计划投6500万元。
原桥净宽15米 ,此次改造两
侧各加宽7 . 625米 ,改造完成
后桥面净宽29 . 25米 ,为双向
八车道 ,与柳园路快车道宽
度相同。

孔孔繁繁森森同同志志纪纪念念馆馆

向向各各界界征征集集红红色色文文物物

本报聊城7月6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通讯员 高
超) 记者从孔繁森同志纪
念馆获悉，目前，该馆正在征
集有关聊城的红色历史文
物，诚请社会各界积极捐赠。

据介绍，孔繁森同志纪
念馆不仅仅是孔繁森同志的
纪念馆，作为“全省十佳博物

馆”，它也承担着传承和弘扬
红色文化的重任。

此次征集的红色历史文
物包括：手稿、证件、影像、照
片、使用品等物件。对于各界
捐赠的实物、资料，该馆可以
派专人上门接收。所有征集
到的资料物品均予以登记造
册，并由该馆颁发荣誉证书。

《聊聊城城古古今今五五千千年年》出出版版发发行行

《聊城古今五千年》由
聊城市历史文化研究所编
纂完成，该书记载了聊城
从原始社会至新中国成立
五千年的历史，完整体现
了聊城悠久的历史文化，

再现了聊城五千年的发展
历程。在 2 0 1 5年度山东省
优秀史志成果奖评选中，
获得优秀地情研究成果。
现 面 发 行 。联 系 电 话 ：
13906354008。

揭揭秘秘33DD打打印印

7月2日，聊城大学物理
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举办

“揭秘3D打印”活动，利用多

媒体，欣赏3D打印作品及其
制作过程，体验高科技。
(通讯员 王树栋)

7月1日，值“七一”建党节之际，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开发区公安分局局长李贺民

以《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争做合格共产党员》为题，到联系点蒋官屯姜

韩村党支部为村中党员上了一次专题党课，李贺民走访慰问建国前老党员，在蒋官

屯代庄村建国前老党员代仁祥家中，并送上慰问金，握着老人颤抖的手，再三询问老

人家庭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基层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沟通。

本报通讯员 范丽月 摄影报道

践践行行““两两学学一一做做”” 慰慰问问老老党党员员

东东昌昌府府区区城城乡乡居居民民最最低低生生活活保保障障提提高高

暑暑期期少少儿儿公公益益培培训训班班开开始始报报名名
书法、朗诵、歌唱、器乐……带孩子免费体验

本报聊城7月6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今年暑假，聊
城市群众艺术馆将继续举办
暑期少儿公益性培训班，让
更多市民共享公共文化服务
发展成果，丰富少儿假期文
化生活，提高少儿艺术修养。

本次公益性培训开设油
画棒画法创作及写生、普通
话与语言表演、流行演唱的
技法、二胡基础知识与基本
方法、琵琶基本演奏技法、小
号演奏入门的基本技法、钢
琴演奏初级弹奏共7门课程，

7月11日至8月11日进行授
课，为期一个月，培训完全免
费。报名时间为7月5日至7月
10日，培训对象为10岁以上
少年儿童学员，每班设置10
人，名额有限，报满为止。报
名需交一寸照片1张，并填写

《聊城市群众艺术馆暑期少
儿免费培训班报名表》。现场
报名地址：聊城市群众艺术
馆(东关街161号，东关小学
向西50米路北第一个路口)；
报名电话：8226152，联系人：
陈老师、朱老师、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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