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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师范生录取时确定就业方向

烟台学前教育录取人数最多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今

年山东省属公费师范生录取情况如何？
哪些准大学生将在学业结束后来烟就
业？日前，记者就此进行了梳理。

17所院校承担招生任务
部分已公布录取情况

按照招考规定，2020年公费师范生在
普通类提前批次录取，对达到或超过普通
类一段线的考生，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依据
其志愿，根据从高分到低分的原则，按高
校招生计划1：3比例投档。招生院校按照
分数优先的原则根据考生填报的专业志
愿和各专业分地市计划择优录取。

今年，山东省共有17所高校承担招生
任务，总招生计划为5000人。17所高校分
别是山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济南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聊城大学、

鲁东大学、临沂大学、齐鲁师范学院、山东
女子学院、潍坊学院、泰山学院、滨州学院、
枣庄学院、菏泽学院、济宁学院、德州学
院。目前，其中部分高校已公布录取情况。

据悉，根据《山东省〈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2015-2020年)〉实施办法》，为农村学
校培养“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优秀
教师，2016年5月，经省政府同意，省教育
厅会同机构编制、财政、人社部门制定了
《山东省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我省
启动免费师范生培养计划。公费师范生
采用公费培养，公费师范毕业生一般安排
到学科教师紧缺的农村学校上岗。

填报志愿时确定就业方向
学前教育录取人数最多

记者了解到，公费师范生按城市就业
方向分列志愿，从填报志愿时便已确定毕

业后就业方向。在已公布的几所院校中，
记者对面向烟台市就业的专业招生情况
做了梳理。

其中，驻烟高校鲁东大学普通类公费
师范生共录取460名，面向烟台就业的分
别为：汉语言文学录取5人，化学录取2
人，生物科学录取2人，数学与应用数学录
取4人，物理学录取2人，学前教育录取17
人，英语录取3人，共计录取35人。另外，
鲁东大学体育类公费师范生录取2人，音
乐类公费师范生录取1人。

除了驻烟高校外，其他承担招收公费
师范生任务的高校也有部分列出了面向
烟台就业的招生情况。曲阜师范大学公
费师范生面向烟台市就业的专业中，化
学录取2人，历史学、地理工学、小学教
育、生物科学、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分别录取1人，思想政治教育录取3人、
数学与应用数学录取3人、汉语言文学录

取4人、物理学录取2人。共计录取面向
烟台就业的考生20人。艺体类专业的公
费师范生中，面向烟台就业的有，美术学
录取1人，音乐学录取1人，体育教育录
取1人。

山东女子学院面向烟台就业的专业
中，学前教育录取15人，小学教育专业录
取1人；枣庄学院面向烟台就业的专业
中，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1人，英语专业
录取1人，生物科学录取1人，学前教育
录取8人；济宁学院面向烟台就业的专业
中，汉语言文学录取3人，数学与应用数
学录取2人，英语录取1人，学前教育录
取8人。

从招生情况可以看出，面向烟台就业
的专业中，学前教育专业的录取人数最
多，其次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也就是说，
将来有更多的学前教育教师将服务于烟
台教育，为本地教育教学奉献力量。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任冰冰 摄影报道）
青年教师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
新生力量，更是学校的未来和希
望。日前，烟大附中南校区举办
了主题为“薪火相传，匠心筑梦”
的师带徒活动启动仪式，带领新
老师上岗站稳讲台。

随着莱山区师资补充力度的
加大，青年教师的培养显得尤其
重要。据介绍，烟大附中南校区
以青年教师个性化发展机制的建
设为工作指向，根据教师的年龄，
将青年教师划分为两个层次，即
0-3年内的新入职青年教师和
4—6年的成熟青年教师，开展以
三项机制为实施保障的青年教师
个性化发展培养。实施教师结对

帮扶计划，以老带新，以新促老，
全面提高；依托校本教研，为青年
教师引路子、结对子、搭台子。

记者从学校了解到，本学期
共有6名新教师加入烟大附中南
校区，为促进新教师尽快适应学
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促进其专业
成长，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日
前，学校举办了主题为“薪火相
传，匠心筑梦”的师带徒活动启
动仪式。仪式上宣读师带徒名
单，徒弟行拜师礼，师傅和徒弟
代表分别发言，校长王群代表学
校对青年教师提出要求，希望新
教师从师傅身上学习勤奋踏实
的工作态度，尽快站稳讲台、融
入团队，成为能上课、会研究的
合格教师。

省教育厅公示两项人物榜

烟台各高校共17人上榜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日前，省教育厅发布了
《2020年度“山东高校辅导员年
度人物”和“山东学校思政课教师
年度人物”宣传选树活动评选结
果公示》，烟台学校中17人入选。

据悉，此次共评选出“山东高
校辅导员年度人物”10名，“山东
高校优秀辅导员”59名；“山东学
校思政课教师年度人物”14名（高
校7名、中小学7名），“山东学校
优秀思政课教师”119名（高校59
名、中小学60名）。

在“山东高校辅导员年度人
物”名单中，驻烟高校中 2人入
选，他们分别是烟台大学郭冬梅，

鲁东大学张德刚；在“山东高校优
秀辅导员”名单中，驻烟高校中4
人入选，分别是滨州医学院徐建
平、山东工商学院周胜林、烟台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王丽丽、烟台汽
车工程职业学院胡海涛；在“山东
学校优秀思政课教师”名单中，烟
台学校中11人入选，分别是烟台
大学郑炜、鲁东大学陈自才、滨州
医学院李晓军、山东工商学院吴
现波、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张
玲、烟台南山学院李长亮、莱州市
双语学校李玉霞、山东省烟台第
二中学王海荣、山东省烟台第三
中学孙梅、山东省长岛中学韩梅、
烟台工贸学校夏红梅。

创新——
五秒钟更新报到数据分析

“98、106、110……”研究生公寓楼外
设置了一个大屏幕，屏幕上数值跳动，数
值下方，“最新报到统计”栏里，已完成报
到的新生姓名、报到时间及所属学院不
停滚动更新。新生类型栏里，报到男女
比例随之变化，各学院报到情况统计的
进度条同步实时拉长，所有统计的更新
变化只需5秒。

这就是中国农大烟台研究院首次参
与迎新工作的大数据迎新系统。

早上8点30分，传统形式的院系报
到摊位前，已有拖着行李的新生赶到，新
生向志愿者递上录取通知书，志愿者将
扫码枪对准通知书上的二维码，随着

“哔”的一声响起，新生信息从系统数据
库中被“唤醒”。

接着，志愿者对新生信息进行核验
后，新生报到的信息直达大数据迎新系统
的后台，经过眨眼间的数据计算，他们成
为迎新分析对象中的“一份子”。

“每个学生的信息都是多样的，所
以我们分了几个维度来展示，包括学院
报到的最新名单，男女报到类型，以及
报到时间分布点。到了晚上，它就会显
示一整天新生报到的时间分布。”中国

农业大学招办副主任白菲介绍，在学校
看来，大数据迎新系统不仅是对现场报
到情况的记录，也是对学校今后报到工
作的指导，“根据记录，可以发现 8:00
和 9:00 是报到的高峰期，这也就指导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里，为大量学生报到
做好准备。”

现场——
已婚考生为就业再入学

报到首日，本科第二学士学位新生与
研究生新生一同报到。为了能够留出充
裕的报到时间，大多新生报到前一天晚上
就已抵达烟台。

“我是湖南的，前一天晚上到了”“我
是安徽的，自己来的”“我是江苏的，在盐
城调完档案后，自己坐飞机来的。”在与新
生交流的过程中记者发现，与高考后升学
报到的新生不同，第二学士学位和研究生
新生由于经历过大学四年的锻炼，独立指
数较高，大多新生独自来烟报到，问其原
因，一声声“我都24了”“我已经26岁了
啊”“我大学都念完了”，宣告着他们的独
立性。

在第二学士学位新生宿舍，记者遇到
一名情况特殊的新生，她的到来算得上是
第二学士学位重启招生红利的缩影。

“我今年26岁了，1994年出生，大学
毕业都两年了。”她从行李堆中抬起头与
记者交谈着，当被问及毕业两年间的经
历，她直言：“这两年，我结了个婚。”

“已经结婚？”包括她身边的志愿者在
内，在场所有人惊讶于这个答案。婚后求
学，这在驻烟高校的新生中并不多见。“我
丈夫也是一名大学生，在苏州读研究生，
我来这读个第二学士学位，两年毕业后回
去当老师。”该新生说道。

记者了解到，这名新生考取了中国农
大理学院的数学专业，准备用两年的时间
学习，并考取教师资格证，毕业后回家就
业。“我们那老师的待遇挺好的，有编制的
一年挣10万、20万的都有，但对专业要求
很高，所以我想学个数学第二专业，好就
业。”正如她所说，许多报考第二学士学位
的考生都是为就业铺路。今年，国家重启
第二学士学位招生，中国农业大学最终录
取229人，在烟台研究院开启为期两年的
教学培养。

数据——
最小的20岁，最大的27岁

根据中国农大烟台研究院的最新
统计，第二学士学位录取新生来自全
国 26 个省市区，本科毕业院校来自双

一流院校 13人，985 院校 12 人，211 院
校42人。

第二学士学位招生专业涉及4大学
科门类，其中理学类专业的招生人数比
例最高，占49.78%。经济学类专业的录
取平均分最高。在男女比例分布上，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81.82%）、市场营
销（77.78% ）、数 学 与 应 用 数 学
（69.23%）等 7 个专业的男生比例超过
或接近70%；英语专业的男生比例低于
30%。

由于第二学士学位招生类别的特殊
性，录取考生的年龄差距较大，平均年龄
为22.88岁；年龄最小的20岁，年龄最大
的27岁。

而在烟台专项研究生新生统计中，此
次共有353名研究生新生入学，较去年
200人增加153人，目前在籍的烟台专项
研究生已达553人。

从生源方面看，应届生依然是考研
的主力，应届本科考研新生为220人，占
比 62.32%。目前，新生来自 149 所高
校，其中25所为农林高校，来自农林高
校的学生达160人，占比45.33%。在报
考录取比例方面，统考生的平均报录比
超4:1。

新生报到后，将进入学前教育阶段，
开展开学第一课等内容的教学，确保新生
快速适应新的学校生活。

新学期迎来新老师

烟大附中实行“老带新”

本月24日起可预报名

烟大预计招硕约1110人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亓健生）日前，记者
从烟台大学了解到，2021年烟台
大学预计招收硕士研究生约
1110人。其中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约1000名，非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约110名，本月24日起考生可
上网进行预报名。

据了解，烟台大学2021年各
专业具体招生计划将根据本年度
上线情况适当调整。最终招生计
划和信息以教育部正式下达的招
生文件为准，拟招收推免生人数
以最后推免系统确认录取的人数
为准。

另外，2021年，烟台大学与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开
展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计划，预
计招生计划为化学专业海岸带环
境化学方向4人；生物工程专业

海岸带生物工程方向2人；生物
学海岸带生物学方向2人；海洋
科学专业近岸海洋科学与技术方
向3人；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海
岸带环境科学与工程方向3人。

网上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
10日至10月31日，每天9：00到
22:00。网上预报名时间为9月
24日至9月27日，每天9：00到
22:00。需要提醒考生的是，考生
应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
招生信息网”（以下简称“研招
网”）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
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
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
求报名。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
修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
名信息，但一名考生只能保留一
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
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

五秒更新！最小的20岁，最大的27岁

中农大烟台研究院启动“迎新”
打破传统的大数据

“迎新”，咱烟台也有。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

究院于9月15日正式启动
迎新工作，来自全国各地
的第二学士学位新生及研
究生新生到校报到。大数
据迎新系统随报到人数的
增多，每五秒滚动更新一
次，新生籍贯、男女比例、
报到高峰眨眼间呈现，最
小的20岁，最大的27岁。
这一系统，展现出驻烟高
校的智慧力量。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刘喜 芦星宇 摄影报道

锦绣小学举办足球对抗赛

中国农大招办副主任白菲在介绍大数据迎新系统。

为新生拍照留念准备的标识物。

老师和“老生”欢迎新生报到。

为激发学生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培养学生拼搏进取、团结协作
的精神，积极创建足球特色学校，芝罘区锦绣小学高年级组近日举办
校级足球对抗赛。对抗赛展示了学生的活力，为各班级搭建了相互交
流的平台。 通讯员 李晓阳 于斌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