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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
该做哪些入学准备？
通常无需自带被褥 早定考研就业目标
□记者 朱琳

由于 2020 年我省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高招录取、新生报到等时间同步相应推延，部分高校新生错峰报到时间延至 10
月中旬前后。
在又一批阜新学子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奔赴全国各地高校求学前夕，入学准备成为每个新生家庭的中心话题。
近日，记者采访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请其凭着长期工作经验为大学新生顺利入学全面支招，
助力开启全新学习历程。

◆行囊装些啥
“身份证一定要带！”市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提示，各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上，对于办理
入学手续时的所需证件、材料都有较为细致
的介绍，
“ 比如需使用多少张照片等，需要仔
细阅读，按照要求去做。另外，录取通知书连
整个信封都应该带上，以备不时之需。
”
根据现行大学新生入学户口迁移政策，
新生可自行决定户口是否迁移至学校所在
地，如有迁移户口打算，应凭录取通知书尽早
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户口迁出登记手
续。如是党员、团员，则应提前在高中学校办
理党团关系转出手续，携带至入学高校，及时
办理转入，做到稳妥衔接。
文具、衣物等学习生活用品自然是新生

相关新闻
必备的，这位负责人建议，由于此类物品较
为庞杂、琐碎，可以采取罗列清单的方式逐
项准备，以免遗漏。现在多数大学住宿实行
公寓式管理，被褥统一配备，因此若无特殊
需求，可不携带行李。不过，如果高校所在
地位于较阜新纬度更高的黑龙江等省区，则
可按照实际需求带上毛毯等，适当添加御寒
保障。
此外，网购在大学校园也已成为常态，选
购服装、日用品等与在家中无异，一样方便，
且质价相同。因此，家长可把添置衣物的权
力下放给孩子，让他们在自主选择中锻炼生
活能力。其不建议家长为新生配备高档手
机、笔记本电脑等，
“功能实用、适用就好。
”

◆学习改变啥

入读大学后，新生们接受了 12 年、早已
习惯的以教师为主导的学习模式，将转为以
自身为主导的学习模式。大学老师教学以引
导思维为主，学生需要阅读大量课外书籍和
资料来巩固、强化学习成果。
“大学新生要做
好思想准备，尽快改变高中阶段以前的被动
接受式学习方法。”这位负责人提醒新生，要
及早掌握老师讲一本书、去图书馆找 3 本书
等主动学习、发散学习的大学学习方法。
“有
部分大学现已改为按大类招生，一年后才专
业分流，
大一基础好优势大。
”
此外，本科 4 年的有效期通常仅为 3 年，
许多事要抓紧、
等不得。比如，
在拿到录取通
知书后，新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家长协

商，尽早确定考研或就业的目标。之所以如
此，
是因为不同选择将有不同的努力方向，
“英
语、
数学都是慢功夫，
难以几个月内取得突破，
如果确定考研，就要稳扎稳打。如果确定就
业，还要结合是想专门从事技术工作，还是想
做懂技术的储备干部发力。
”
其建议，
新生可以
按照是否适合自己作为原则，
在考研与就业之
间做出选择。适合自己的，
就是最好的。如果
内心目标就是就业，
再去考研只会耽误时间。
其强调，自律意识在大学就读过程中至
关重要，新生应避免形成过度上网、睡觉等不
良习惯，增强控制行为的能力，自觉去做学
习、健身等有益事情，成为一名自我探索、自
我教育、自我提升的合格大学生。

◆生活注意啥
无论入学报到还是日后生活，钱都是必
不可少的。
“学费携带和生活费供给，都以使
用银行卡为佳。”这位负责人提示，为掌握入
学后孩子每月的消费情况，家长可用自己名
义办一张银行卡，再为孩子办一张附卡，两卡
共用资金账户。
相较校外食品，校园食堂的食品安全更
有保障，所以校内就餐应为首选。其表示，新
生需要警惕上门推销，
注意财物保管，
保护个
人信息，
远离网络贷款。
“大学时期是人生成长
的重要阶段，是走向独立生活的准备环节。
人生旅程中，财商已与智商、情商被有识之士
视为同等重要，而这又是学校教育欠缺的。

新生应当尽早养成有节制消费习惯，逐渐培
养自己的理财意识，
好处将在未来显现。
”
其还特别关注到了新生的心理调适问
题。
“独生子女一代习惯以自我为中心，而大
学寝室是典型的集体生活，新生需要面对人
际关系变化。新生应当主动开放自我、关心
他人，凡事切莫斤斤计较，遇事则需尽早化
解，
以这段经历丰富人生。”
除在专业学习尚有余力的情况下，尽可
能广泛涉猎多学科知识养分外，新生还应通
过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在行动
中汲取多方面知识，为可能有所需求的保研
等做好准备，也为一生发展打好基础。

大学新生
凭通知书
买学生票
□记者 朱琳
随着国内高校新生报到
日期陆续来临，又一批阜新学
子将离家走进大学。就初次
离家远行的大学新生出行问
题，日前，记者特向阜新南站
了解相关情况。
车站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按照铁路部门有关规定，大学
新生虽然还没有办理附带学
生火车票优惠卡的学生证，但
仍可凭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
到车站窗口购买一次家庭所
在地至学校所在地的学生票，
且同样享受普通硬座车票半
价、动车组二等座车票 7.5 折
的优惠。目前，网上购票、
电话
订票的火车票预售期为30天。
如已确认报到日期，新生应当
尽量提早购票。如果需要中转
乘车，
例如到北京再前往西部、
南部省份，也可以在阜新本地
先行购买联程票，避免异地购
票的麻烦。此外，新生可凭买
好的火车票及录取通知书办理
行李托运手续，但在行李中不
得夹带货币、贵重物品。新生
多希望行李与本人同时到达，
为此要提前办理托运。
其还为新生提出旅途注
意事项，首先要注意妥善保管
自 己 的 贵 重 物 品 ，特 别 是 现
金、银行卡及入学通知书等各
种证件，一定要将其置于贴身
的口袋里或随身携带的背包
里。在火车上，不要和陌生人
说太多的话，切勿轻易告诉对
方自己家的情况以及联系电
话等，也不要接受他人赠予的
饮品及食物。

全市师生同心协力 共为创卫添砖加瓦
□记者 朱琳
全市教育系统将为我市创卫持续贡献
教育力量！
在我市创卫进入攻坚决胜的关键阶
段，为让创卫工作延伸至生活中的每一个
角落，营造干净整洁的城市生活环境，共建
美丽阜新、美好家园，日前，市教育局专门
印发了《争创国家卫生城市从我做起——
致全市师生一封信》，倡导广大师生负起应
尽的责任，团结一心，共同努力，积极参与
到全市创卫工作中。
信中发出四项倡议：一是主动参与、支
持城市管理的各项工作，党员干部、共青团
员、少先队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二是要自觉带头落实城市管理“门前
三包”责任制，不违反城市管理相关规定，
做到垃圾分类管理不乱丢乱倒、不乱停乱
放、不破坏园林绿化等。三是要积极开展

最美的节日
最真的祝福

城市管理宣传工作，自觉引导亲朋好友遵
守城市管理的有关规定，劝阻有损市容环
境的不文明行为，共同维护良好的城市市
容环境。四是发挥学校的文明窗口作用，
积极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将保护环境
良好行为从学校带进家庭、社区、村镇，推
动形成良好民风。
据了解，自 7 月初以来，按照我市开展
创卫“百日会战”的要求，我市教育系统创
卫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方面表现在采
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促使全市各级各类
学校校容校貌整体环境实现新提升，彰显
了教育系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坚强决
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积极稳妥做好
秋季开学准备工作，有力助推了全市的创
卫工作。另一方面干部职工放弃假期，下
沉社区，参与创卫劳动。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阶段，
将把创卫作为改善民生、办好教育、为民造
福的一件大事进一步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各学校将继续做好校园环境卫生清理，尤
其是对宿舍、食堂、卫生间等场所加大清
扫、清洁力度，坚决不留死角。确保垃圾桶
数量足、质量高，垃圾日产日清，并加强师
生教育，推进垃圾分类。同时，做好校内设
立健康教育宣传栏、校内禁烟、病媒生物防
治等工作。
“个别学校还有残存垃圾、
吸烟现象，
或
是未施划车位或车位内无指示方向箭头，
导
致车辆无序停放。
”
其表示，
无论创建无烟校
园，
还是补齐其他短板，
通过持续推进教育系
统创卫工作，
根本目的是改善校园环境、
提升
办学水准，
给学生更好的教育，
办人民满意教
育，
推动阜新教育事业提质升级。

□记者 朱琳 摄影报道
9 月 10 日是教师节，在这个属于人类灵魂
工程师的最美节日里，我市多所学校、幼儿园
内涌动满满情意浓浓的最真祝愿，让广大教
师收获内心感动、倍增育人动力。
当日，迎着清晨细雨，海州区中华路小
学、阜蒙县实验小学等学校的教师们刚一走
进校门，就被校内大屏幕上打出的“祝福全体
教师第 36 个教师节快乐”的闪光大字吸引了
目光，笑容荡漾在每一位教师的脸上。
“ 又要
做好教学工作，又要抓好防疫细节，开学后的
工作确实不少，但这样的祝福让心里充满了
感动，也为进一步努力教书、为国育才增添了
无限的动力。
”
教师们纷纷说出心里话。
为了庆祝第 36 个教师节，弘扬新时代高
尚师德，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激励教师坚
守教育报国初心、勇担筑梦育人使命，增强爱
岗敬业责任感和使命感，当日，我市各级各类
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普遍以悬挂横幅、书
写板报、屏幕循环等方式向教师致以节日问
候，
同时要求教师拒收家长所送礼品、礼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还有学生自发为老
师送上节日祝福，
如黑板上写下祝福语等。在
太平区一所小学的一个班级，
学生将剪纸作品
“老师像妈妈”贴在窗上，送给恩师一份惊喜。
“园里不让收礼，但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礼
物！
”
捧着孩子们亲手制作的七彩小花篮，
细河
区一家民办幼儿园大班教师满脸幸福。

吉林：

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
助力教育扶贫
记者从东北师范大学了解到，近年来该校
在多地推行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培训近万名
基层教师，
助力教育扶贫工作。
新学期的一天，在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
林甸一中高一年级十四班，不时传来读书声，
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学生王晴作为实习老师，
正在讲授英语课。虽然只来了不到十天，但她
能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
“我们都很喜欢王老
师，
她课讲得好。”下课后，学生迟雨桐说。
林甸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这里的学校
教学环境艰苦、设备简陋。
“ 每年都有学生转
校。
”林甸一中校长刘剑楠说。
改变发生在 2007 年。位于吉林长春的东
北师范大学在林甸县建了教师教育创新实验
区，每年派老师和学生到县里的中小学进行教
学实践。
实验区创办者、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高夯介
绍，实验区通过为当地老师讲课、评课、送课，
进行课堂质量分析，提高他们的教学质量。实
验区还成为学校的固定实习基地，
“过去大学
生实习期间平均讲两三节课，现在可以讲二十
五节课。有的学生还担任了班主任，实践能力
大大提升。
”
高夯说。
这种教师教育模式，由高等学校、地方政
府以及中小学三方面组成。东北师范大学设
计了置换研修、顶岗培训等活动内容，从教育
教学到行政管理，全方位帮助实验区的学校提
质升级。目前，实验区已经遍布全国 14 个省、
46 个县（市）的 219 所学校，培训过近万名基层
教师。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