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道

2011年3月22日 星期二 编辑：刘新 美编/组版：王小涵C02 今日烟台

来源：互动百科

整理：记者 刘新

辐射清理人

是指核电站发生核泄漏

后，自愿进入核辐射区域进行
核辐射清理的人。在辐射区进

行施工会遭受过量辐射，在工

作结束后很多人都会患辐射

病早死或致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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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肉精
是一类动物用药，添加于

饲料中，可以增加动物的瘦肉

量、减少饲料使用、使肉品提

早上市、降低成本。但因为考

虑对人体会产生副作用，各国

开放使用的标准不一。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崔岩 通讯员 曲志钢) 21日，记者从驻烟高校获

悉，2011年烟台3所高校将新增18个成人高等教育专业，新增设的专业均可从2011

年开始面向社会招生。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近日下发的《关于公布2011年高等学校成人高等教育新增

专业的通知》，今年烟台大学、鲁东大学、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3所高校新增18个

专业，新增设的专业，涉及管理、艺术、教育、经济、医学等近十个类别。

其中鲁东大学包含房地产经营管理、应用心理学、广播电视编导、学前教育、

社区管理与服务、港口业务管理等10个专业；烟台大学新增数控技术、建筑工程管

理专业；位于蓬莱的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则新增了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动漫设

计与制作、营销与策划、出版与发行，以及印刷图文信息处理专业。

此次新增的专业多为专科和专升本，分为函授、业余和脱产三类。据了解，我
省成人高等教育近年来保持旺盛势头，目前我省有100多所高校开设成人高等教

育专业，每年就读规模在12万人左右，2009年山东省成人高考报名人数超过20万。

“生源多是一方面，随着各行业知识更新加快，一些在职人员为适应岗位需
求，也加入了成人高考大军。”教育部门有关人士表示，近几年的报考群体中甚至

出现了研究生，因从事非本专业的工作而选择了成人高等教育。

烟台新增18个成人教育专业
涉及驻烟三高校，2011年起招生

出镜背景：求婚旧照曝光

谢霆锋与张柏芝于2006年9月18日在菲律宾的小岛结婚，

这场由谢霆锋精心策划了两个月的婚礼照片目前外泄，更在网
上广泛流传。该组照片有两人求婚的浪漫过程。

据报道，该批照片在微博广泛流传，特别是张柏芝与谢霆

锋的粉丝，均对两人的恩爱心生羡慕。谢霆锋曾公开当年求婚
的过程，他刻意选择了人迹罕至的小岛向张柏芝求婚。照片中
的张柏芝穿着浅肉色的裙子，与白恤衫、蓝裤的谢霆锋浪漫走
在沙滩，当日落黄昏一刻，谢霆锋把藏在照相机袋中的婚戒拿
出来跪地向张柏芝求婚，谢霆锋曾讲述求婚经过：“我觉得那几
秒好长好久，也很怕她Say no，还好最后她答应了！”

来源：中国新闻网

出镜美女：张柏芝

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晴 -1-10℃

上海 阴/多云 3-9℃

济南 晴 3-10℃

青岛 晴 2-9℃

大连 晴 0-5℃

东京 小雨 6-10℃

大阪 小雨 6-11℃

首尔 阴/晴 -1-7℃

釜山 阴/晴 1-10℃

市县 天气 气温

蓬莱 晴 -3-5℃

栖霞 晴 -2-8℃

龙口 晴 0-6℃

招远 晴 -2-9℃

莱州 晴 0-8℃

莱阳 晴 -4-9℃

海阳 晴 -2-10℃

长岛 晴 1-5℃

低潮潮时 05：09 17：36

高潮潮时 11：19 23：52

今天 晴 0-6℃

明天 多云/晴 1-9℃

据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网

21日18时数据。

整理 本报记者 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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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

3 第三性别厕所

是一种为变性人修建的

厕所，泰国一中学首建。

昨日股市
资金面统计

当日
*ST东碳

恒泰艾普
ST方源

恒丰纸业

莱茵置业

3日

西藏发展

恒泰艾普
ST方源

乐普医疗

恒丰纸业

5日

西藏发展
*ST化工

欧亚集团

恒丰纸业

ST方源

10日

西藏发展
*ST化工

欧亚集团

恒丰纸业

华资实业

当日

新筑股份
中鼎股份
*ST宝诚

*ST祥龙

锦州港
3日

罗莱家纺
中鼎股份
福建南纸

锦州港
*ST宝诚

5日

罗莱家纺
新筑股份
双汇发展

福建南纸

天地科技

10日

罗莱家纺
新筑股份
农业银行

海宁皮城

报喜鸟

资金流入
排行榜

资金流出
排行榜

（据：东方财富通）

今日出镜

影讯

《洛杉矶之战》(中文) 10：20 12：40 14：50 17：20 19：40

《洛杉矶之战》(英文) 11：10 13：20 15：40 16：40 18：00 18：50 20：20

《寻龙夺宝》 13：10 15：05 17：00 19：10 21：10 《丛林有情狼》 11：00 13：00 14：40

《刀见笑》 10：10 10：50 12：10 12：50 14：10 15：00 16：10 16：50 18：10 18：40 20：00 20：40 21：00

《房不剩防》 10：00 11：50 13：40 15：30 17：40 19：30

《整编特工》 9：45 11：35 13：30 15：20 17：10 19：00 20：50 《惊沙》10：40

地址：烟台芝罘区解放路156号世茂百货B1层(乘坐1路、2路、5路、6路、8路、10路、18路、43

路、50路、51路、52路 建设银行站下)。

联系电话：2112266。 如有调整，以影城公告为准。 整理 记者 鞠平

体彩

排列 3第 11073期中奖号

码：0、6、3

排列 5第 11073期中奖号

码：0、6、3、8、7

大乐透第11032期中奖号

码前区：07、16、23、31、33，

后区：03、10

12选 2第 11032期中奖号

码：03、10

联网22选5第11073期中奖
号码：05、09、11、13、21

兑奖有效期为60天，兑奖
截止日为2011年5月19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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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据报道，21日是世界儿歌日。近几年来，根据古典诗词和流行歌曲改编的

一些另类童谣，也有人称之为“灰色童谣”在校园里悄然流行起来。这一现象背后折射的

是怎样的社会现实，如何让“灰色童谣”远离校园？

校园“灰色童谣”：“床前明月光，李白打开窗……”，“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
是我，起得最早的人是我，睡得最晚的人是我，最辛苦的人是我，是我是我，还是我……”

一位五年级小学生说：“在我们学校里很多人都会唱这些。”

家长表示：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东西会影响到小朋友对这个世界的正确认识，产生消
极情绪，影响他们的学习甚至人生观，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教育专家指出：目前真正带有暴力或黄色、恶搞倾向的“灰色童谣”在校园童谣中所
占的比例并不多，绝非主流。很多改编的“童谣”之所以能在校园流行，因为它反映了孩
子们的真实压力，能引起孩子们的共鸣。“孩子们的世界就跟一片土地一样，如果我们不
在上面种庄稼，那么荒草就生长起来了。” (来源：中国广播网)

今日拍案

“灰色童谣”在校园流行

折射儿歌创作尴尬现实

导读

C17

“小饭桌”

为啥这么火

世茂时尚欢乐影城今日影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