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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家单位来烟抢“白大褂”
今年护理、医药毕业生就业前景看好
文/片 王伟凯 实习生 鲍阳阳 辛谊蕾 通讯员 吕海波 徐彬

宿舍用水用电咋个省法
专刊记者 王伟凯 实习生 辛谊蕾 鲍阳阳

对于大学生来说，每

季度水电费公示单就如高

考榜单，总是几家欢喜几

家愁。又到张榜日期，在烟

台大学各个宿舍楼贴出的

宿舍楼用水用电统计表

中，从那密密麻麻的数字
中可以看到有的宿舍水电

费高达两三百元，而有的

却只是个位数，如此大的

差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

的呢？为此，记者进行了专
门地采访。

都是独立卫浴惹的祸

“我们这边的宿舍楼

有独立卫生间，条件相对

比较好，可是这样的话，

水费也就上来了。”住在

1 1号楼的同学小张告诉

记者，“冲厕所的水流不
能控制，而且流量很大，

很费水。”数据显示，没有

独立卫生间的 1至 5号宿

舍楼的水电费，明显低于

住在有独立卫生间的6至

13号楼。

宅一族们高负担

随机询问的几个高费

用宿舍都存在着一个通病，

那就是宅在宿舍的时间过

长。“我们的课比较少，平时

一般都在宿舍里。”中文系

小刘说，“长时间在宿舍，饮

水机一般都开着、厕所的灯

有时也会忘了关，而且一整

天的时间，大家都在电脑跟

前。因为晚上十点多会自然

断电，所以睡觉的时候会忘

记关灯、关饮水机，早上5点

多来电的时候大家都还在

睡觉，根本就不会发觉。”外

国语学院的小唐同学告诉

记者，“而且对面是男生宿

舍，我们的窗帘都是整天拉

着的，光线很暗，宿舍里永

远都是‘长明灯’。”

而这个月基本没多交

电费的化院小赵说：“我们

课特别多，每天都是8点出

门，晚上也有课，周末还要

做实验，基本就不在宿

舍。”大四的小李也说：“我

们宿舍以前电费挺高，这

不，现在大家考研的、找工

作的都很忙，基本不在宿

舍，所以这次也不用交很

多电费。”

电子产品增加高电量

据了解，有的宿舍人

手一台电脑，还有吹风机、

饮水机，外加MP3、MP4、

手机、相机这类需要充电

的产品，电量负荷一下就

上来了。“大一的时候，大
家都没带电脑，每月电费

最多20块，现在每个人都

备齐了，电费再也没有小

于三位数了。”一大三同学

说。“我们平时作业经常需

要电脑，这学期还开了摄
影课，经常要给相机、DV

充电，我们宿舍电费也涨

了，”大二新闻系小杨笑着
说。宿舍定的每人3度电往

往只是基本的电灯供应，

这些电器的使用，超出供

应限度，自然电费也会提
高。

要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平时用水用电的时

候，不太会注意，总是记不
起来随手关灯，也不会想

到可以把水关小了用，所

以……”一位正在交费的

同学不好意思地说，他们

宿舍上个学期的水电费是
190多元。“我们本来买了

桶和水瓢准备把洗漱和洗

衣服的水收集起来冲厕所

的，虽然有时会忘记，不过

比以前好多了。”

现在的大学生都是80

后、90后，生活条件都大幅

提高，在学校里面对每个

月那高额的水电份额不禁

唉声叹气。虽然每个宿舍
都会有额外的水电费，但

是如果多注意，加强节约

意识，水电费就不会成为

月底的负担了。

美好人生需要

“心灵魔术师”

3月19日上午8点，记者来

到滨州医学院(烟台分校)的大

学生活动中心，发现现场已经

有很多同学在等待入场，他们

拿着一份份简历，怀揣着一份

份希望，三五成群地在讨论应

聘技巧、职业理想。8点30分，洽

谈会准时开始，同学们有序地

进入会场，积极地向来参加这

次洽谈会的用人单位询问工作
的事项，很多用人单位周围都

挤满了学生。

省内外各地

医院“遍地开花”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现场进

行招聘的用人单位以医院为主，

而且不光有省内的医院，还有许

多省外的医院不远万里的来参
与这场毕业生供需洽谈会。天
津、深圳、吉林、江苏、新疆等地

都有用人单位参加这次洽谈会。

在新疆沙车县人民医院展台前，

也围了不少同学在进行询问，负

责人告诉记者：“学生们可能是

好奇才过来询问的，虽然有些投

了简历，签了就业意向，但是我

们还是建议他们和家人商量后

再做决定，不过因为我们的待遇

优厚，往年过去的学生大部分都

留下了。”也有部分投简历的学

生表示去沙县那里的竞争压力

相对来说就小多了。

滨州医学院就业指导中心

主任耿涛告诉记者，本次洽谈

会到场了112家用人单位，其中

县级以上医院有52家，省外用

人单位更是来了20多家。至于

省外用人单位这一次为什么会

来这么多，耿主任解释说，近几

年省内医学专业严峻的就业形

势引起了学校领导的高度重

视，这两年来，学校通过考察和

派遣实习生等形式积极与省外

大型医院和药业公司联系，积

极开拓省外市场。经过两年的

努力，学校与深圳、江苏、吉林

等地的大型医院建立了良好的

联系，而学校的高素质毕业生
也得到了省外医院的充分认

可，因此，这次洽谈会才会吸引

这么多省外用人单位前来参
加。

护理专业

成就业热门专业

经记者统计，此次洽谈会光

到场的解放军医院就有5所，而

且这几家医院成为了整个会场

的“香馍馍”，尤其是解放军401

医院的展台，至始至终都在“被

包围”，咨询学生多得数不胜数。

记者经过咨询了解到，因为在青

岛的解放军401医院新建了一栋
17层的医用大楼，需要大量的医

生和护理人员，此次解放军401

医院就提供了160多个岗位，再

加上解放军401医院是一家三级

甲等医院，前来咨询的同学才会

这么多。在解放军401医院招聘

的160多个岗位中，光护理人员

就需要110个，其他医院也对护

理专业青睐有加，护理人才名副

其实地成为了招聘医院的“香馍

馍”。耿主任告诉记者，今年由于

政策扶持许多大医院的扩建和

建立以及社区医疗的完善使得

高素质高水平的护理人员出现

大量岗位需求，呈现供不应求的

局面。

医药专业

也倍受青睐

经统计，此次洽谈会到场

的大型医药企业有16家之多，

而就业指导中心的耿主任也告

诉记者，虽然滨州医学院(烟台
分校)的医药专业有100多名毕

业生，但是相对于医药行业对

人才的需求度来说还是略显不
足。滨州医学院2011届毕业生
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在内一

共有 3263人，而参加此次洽谈
会的用人单位一共有112家，提
供了 3400多个就业岗位，通过

洽谈会现场的岗位需求可以看

出护理专业已成为今年就业最

热门的专业，同时医药专业也

相对比较热门。

此次洽谈会是滨州医学院

(烟台分校)组织的规模最大的

一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对毕

业生来说是难得的机会。直至

洽谈会结束，2011届毕业生中

有 400多人现场就与用人单位

签订了就业合同，有1500人与

用人单位签订了就业意向书，

可以说此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

成果显著。

笔记本省电妙招

电脑是最大的电量消

耗者，运用一些小技巧和

在使用中尽量减少不必要

的浪费可以为你省去一大

笔开销。调低屏幕的亮度，

在白天时，关闭电脑的键

盘灯；当不使用无线接收

装置时，把它关掉；为显示

器、硬盘和系统休眠设定

待机时间，这样在你不工

作的时候，让你的笔记本

电脑进行休息，既保护电

脑，又能省电。

一水多用节能环保

平时洗漱和洗衣服的

水，把它们收集起来用来

冲厕所，是节水的最好办

法。而且还能够自己控制

水量，不至于浪费不必要

的水。不过要注意的是，比

较脏的水，就不要收集了，

不卫生，容易生细菌。

随手关电源

虽说随手关灯从幼

儿园时代老师就嘱咐过

了，可是现实生活中，同

学们往往会忽略，这样的

话，一个宿舍的同学们要

相互提醒，尤其是睡觉

前，把“记得关灯哟”作为

晚安祝福吧。

开窗通风邀请阳光

女生们往往害怕拉

开窗帘，隐私会暴露。其

实不然，早上阳光灿烂的

时候，因为反光，外面根

本看不见里面。所以放心

的开窗通风吧，多晒晒太

阳，身心健康。

格节约水电小贴士

对于即将走出校园的毕业生来说，大学留给他们的不仅仅是有用的知识，更多的是对校
园浓浓的情怀。毕业，他们将走上人生的新起点，他们会遇到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有很多毕业
生选择考研深造，但是，对于大多数毕业生来说，找工作还是大学毕业的主旋律。2011年3月19

日上午，滨州医学院(烟台分校)为2011届的毕业生组织了一次大型的毕业生供需洽谈会，并取
得了圆满成功。

滨州医学院（烟台分校）2011届毕业生供需洽谈会现场。

“美好人生是由爱所唤起，并由知识

所引导的。”如果光有爱，而缺乏知识，这

种爱往往也会带来伤害，在严重问题面

前，往往会显得知识储备不够。2011年3

月11日，日本本州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9 . 0级强烈地震，及海啸、核泄漏等一系

列灾难性危机。在当前，对震区居民除了

伤员救治、维持基本生活保障外，心理危

机干预也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推动了心

理学的发展及对“心灵魔术师”——— 心理

咨询师行业的需求！

我国大约在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火

灾后开始着手灾后心理干预问题，直到

2003年SARS等突发事件中，都有了心理

咨询师参与救援的身影。但这些心理救

援基本上是零星的、自发的和被动的，很

少有包括在整体救灾工作方案之中的做

法，也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5·12”汶川大地震，开始了我国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心理救援，同时也

将我国的心理咨询行业推向一个高峰，

各地的心理培训及灾后带来的营养膳食

搭配、婴幼儿护理问题逐渐显现，心理咨

询师、营养师、高级育婴师一时间成为热

门行业！汶川地震心理援助专家尚路教

授在烟台大学营养教育培训中心授课时

向学员讲解到：“心理危机一旦发生，可

能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克服。

心理干预实行的越早，防止发生心理危

机的效果越好。”

烟台大学营养教育培训中心作为正

规的培训机构，拥有专家授课团队，努力

将爱和知识传递下去！

(烟台大学营养教育培训中心供稿)

格校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