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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父母拿学费 自己挣钱上大学

冀中职业学院关于“零学费入学计划”的政策说明
（学院国标代码：14103���报考代号：0681）

冀中职业学院是一所始建于 1916
年， 已拥有百年历史的公办统招专科院
校，校址位于河北省定州市，现开设有：
学前教育、会计电算化、汽车、机电、计算
机、 旅游等 25 个专业（专业设置详见
《2015 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
划》， 文科：131———132 页， 理科：285
页）。

冀中职业学院以校企合作办学、订单
式人才培养为办学特色， 按照用人单位的
实际需要和社会的长远需求来设定专业和

教学内容，毕业生 100%推荐就业。就业单
位主要有：联想集团、海信集团、海尔集团、
北京三一重工、长城汽车、长安汽车、大众
汽车、首钢集团、北京高娃钢琴幼儿园、北
京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 康辉旅行社等
上百家知名企事业单位。

2015 年度，根据教育部高教司的相
关政策和精神， 我校在河北省率先启动
学生“零学费入学计划”的试点改革，新
生入学时可以不从家里拿学费， 只需向
学校交纳住宿费及书费即可入学。 在保

障学生充分完成课堂知识学习的前提
下，以学生自愿为原则，参加“零学费入
学计划”的学生，通过我院合作单位向学
生提供的勤工助学和社会实践岗位参加
勤工助学活动， 以自己的工资收入来解
决学费和生活费问题。

学生通过参加勤工助学活动，不仅可
以将课堂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迅速转化为
工作技能， 实现知识学习和工作实践的双
向促进，而且有助于学生形成热爱劳动、勇
于创新、 奉献社会、 自立自强的精神和品

格，有利于学生今后人生的发展。
除选择参加“零学费入学计划”的新

生外， 其他新生仍按普通方式向学院交
纳学费，我院学费标准为 5000元 / 年。

冀中职业学院以培养为社会所需要
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为自己的育人目标，
致力于每一位学生的成才、 优质就业和终
身发展，欢迎有志学子积极报考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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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冀中 自豪一生！

《本市微信公号帮果农吆喝卖桃》后续

桃基本卖完 李老汉感谢大家的爱心
本报讯 昨日，李云飞老汉拉着几筐桃，带着锦

旗，从浆水镇下店村来到市区。“地里的桃子，基本摘
完了。感谢市民们去采摘，感谢邢台的微信公号帮忙
吆喝。 ”李云飞说。

李云飞种了 15 亩桃园，桃子成熟后滞销。 7 月
16 日开始，牛城晚报微信公众号携手本市多个微信
公号，联合帮李云飞卖桃。 经过几天努力，桃子基本
被爱心企业和市民们摘完， 李云飞的难题得到了解
决。

前两天， 北京金丰元投资有限公司获悉桃子滞
销的情况，特意致电李云飞要买桃。 恰逢下雨，桃子
保存期变短，不能长途运输。 担心桃子变坏，李云飞
拒绝了该公司的要求。“没想到人家一直要我的银行
账号， 还打过来 2000 元钱， 让我把桃送给需要的
人。 ”李云飞说。

昨日，李云飞摘了几筐桃，拉到市区，送到市福
利院和邢台县光荣院。“等到秋天，我种的苹果熟了，
我还要来送苹果。 ”这个朴实的老汉，黑黑的脸庞满
是皱纹，衬衣已经穿得很旧。

得知李云飞的困境后，北国超市前去采购，还派
了10 余名员工帮忙采摘。 龙江家园酒业向去采
摘的爱心企业和市民赠酒。李云飞将锦旗送到企业
致谢。

“桃子已摘得差不多了，感谢大家！”李云飞再三
表示。 （本报记者 范骁 田晓丽 文/图）

路口没有信号灯
市民通行“心慌慌”
地点：新兴东大街与长安路交叉口

本报讯 “路口一直没有信号灯，我就见过出租
车和私家车撞在了一起， 每次从这过心里都有点
慌。”昨日，市民张女士致电牛城晚报热线反映，新兴
东大街与长安路交叉口因没有信号灯， 交通状况比
较混乱。

当日上午，记者来到该路口。由于没有交通信号
灯疏导交通， 这个路口来往行驶的车辆车速确实较
快。 记者观察发现，一些骑电动车、自行车的市
民途经此处时，均谨慎地观察后再小心通过。 而机
动车遇见行人时，减速的车辆不多，都是大声鸣笛驶
过。

记者在现场时虽不是交通高峰期， 但来往行驶
车辆仍络绎不绝。 一辆 16 路公交车在路口等车流
量较少后，才缓慢通过路口。长安路南北两侧路
口旁已安装了信号灯灯杆，但未竣工。“这个路口经
常有大车经过，车速都很快，基本没有减速的。 ”附
近一位行人说，尤其晚上，附近居民从路口经过
时都很提心吊胆， 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安装交通信
号灯。

“没有信号灯疏导交通，这个路口时有车辆刮蹭
类事故发生。”张女士告诉记者，前不久，一辆自西向
东行驶的出租车由于车速较快， 与一辆躲闪不及的
私家车发生碰撞。出租车车头受损严重，好在没有人
员受损。

对此，记者与开发区城管局市政科取得联系。一
位工作人员介绍， 确已在长安路两侧安装了信号灯
灯杆，中兴东大街两侧已打好地基。“我们会督促施
工单位尽快完工， 预计八九月份能开启交通信号
灯。 ”该工作人员说。

（本报记者 范骁 杜明 文/图）

七里河向市民全面开放，可以捞鱼
■部门：除钢铁路附近河段撒有鱼苗，其它河段也有

本报讯 近期，七里河蓄水后，水域丰盈，鱼儿
渐多。 不少市民带上渔具纷纷来到河边，一边纳凉，
一边享受捞鱼的乐趣。

昨日中午， 记者驱车来到新华南路七里河南岸
附近。 刚到河边，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 几十只鱼竿
密密麻麻地“站立”在河边，不远处三位钓鱼者紧盯
水中。“鱼竿上的铃铛一响，就是有鱼上钩了。 ”正在
撒鱼食的张师傅告诉记者，他在河边放置了 30 多支
鱼竿，两个小时后会收杆换一次鱼食。

在七里河北边沙滩附近，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也
在捉鱼。“看，那儿，那儿有一条……”一位小朋友在
呼喊周边小伙伴儿。 孩子们拿着四角小网，带着小
水桶，在河滩边捕鱼。有的小朋友不时还把火腿
肠、小面包、糖块等食物作饵料放进网中。“收获
还不小，桶都装满了。 ”正在陪着孩子捞鱼的李女士
告诉记者，经常到河边玩，抓到的小鱼也会养到鱼缸
里。

七里河河心岛附近，6 位装备齐全的钓鱼高手
正在比赛。参赛者从放钓饵、下竿、提杆，一招一式都
透露着专业，吸引了不少观赛者。“这里环境好，鱼儿
也不少，很适合比赛。”参赛者吴先生说，以渔会友的
同时，又能享受河边的美景。

记者从七里河管委会了解到，七里河自蓄水后，
除钢铁路附近河段撒有鱼苗， 其它已全面向市民开
放，广大市民可以钓鱼、抓鱼。

周末临近， 大家不妨趁此约上三五好友来到七
里河，一起享受河边美景，体验捞鱼的乐趣。
（本报记者 刘晓英 实习生 李亚楠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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