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是开启职业生涯大门的
钥匙

想要从事某种职业通常需要
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 专业是开
启职业生涯的敲门砖。 有一些专
业与职业的匹配度非常高， 比如
医学、 刑侦学等。 但有一些专业
的通用性很强， 未来可从事的职
业跨度就比较大， 比如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等
工科专业。

选择何种专业， 是每个考生
职业生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 我们需要想明白将来想成为

一个什么样的人， 学习什么专业
更容易进入自己喜欢的职业领
域。

兴趣是激发专业学习动力的
源泉

兴趣能够激发我们学习的欲
望和动力。 大学的学习跟中学阶
段的学习最大的不同是需要同学
们主动去学习。 有些专业知识的
学习是非常枯燥的， 如果没有兴
趣， 很难学有所成， 也很难在学
术研究领域小有成就。 只有选择
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才能最大程
度的激发自己的学习潜力。

“冷” 和 “热” 只是相对的
讲到 “热门” 专业， 离不开

“社会需求多” “就业率高” 等
关键词， 意味着关注的人多， 报
考的人多， 竞争也更加激烈。 如
果学生在挑选专业时， 以热门职
业为方向， 你能够选 “对” 专业
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 因为所谓
的 “热” 和 “冷” 都是相对的，
“热门” 工作也一直在变化。 无
论哪个专业， 都有专家和大咖，
都能成就未来的事业。

一些考生关注度不高的 “冷
门” 专业， 但如果学校学科和专
业的实力很强 ， 同学们只要努
力， 以后无论继续深造还是就业
创业都会有很大的选择空间。

案案例例 什么样的专业是“好”专业？

小研从小喜欢看考古和探秘类的书籍电影， 梦想着将来也能去发
现历史奇迹， 高考想选择考古类专业。 但他的想法遭到了家人和老师
的一致反对。 他们认为考古学太冷门， 应该选择当下比较热门的专
业。 小研不想放弃梦想， 但觉得大家说的也有道理， 非常困惑。

很多考生纠结于专业好坏的原因是： 他们认为专业等于未来的职
业。 也许， 专业是通往职业的一把钥匙。 但是， 现在的情况是： 很多
专业同时可以打开一把锁。 2017年很多高校开始推行大类招生， 大
学里转专业的政策也更宽松， 同学们有了更多的专业选择机会。 “选
我所爱， 爱我所选” 才是选择专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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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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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到来， 气温持续上升使
人体感到不适， 北京市疾控中心
近日发布提示， 市民尽量减少外
出、 多喝水、 做好防晒， 加强防
护措施。 尤其是高温天气作业人
员， 更要预防高温作业对人体造
成的危害。

市疾控中心表示， 高温天气
作业是高温作业的一种 ,在工作
中可能会有急性热致疾病 （如中
暑） 的可能， 还有可能导致慢性
热致疾病， 如慢性热衰竭、 心肌
损害、 消化系统疾病等， 但以中
暑最为常见。 所以， 要做好高温
天气作业防暑措施。

首先， 对作业人员应进行入
暑前的健康检查。 凡有心、 肺、

血管器质性疾病 、 持久性高血
压、 胃及十二指肠溃疡、 活动性
肺结核、 肝脏疾病、 肾脏病、 贫

血及急性传染病后身体衰弱、 中
枢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者， 均不
宜从事高温作业。

还应严格遵守国家高温作业
标准和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 制定合理的劳动休息制度。
加强作业人员的防护， 对辐射强
度较大的人员， 应供给耐燃、 导
热系数较小的白色工作服。 对作
业人员提供足够的合乎卫生要求
的含盐饮料， 饮料含盐量以0.1％
至0.3％为适宜。 同时还应避免饮
用过凉的冰冻饮料， 以免造成胃
部痉挛。

作业人员自身应少食高油脂
食物， 饮食尽量清淡， 不易消化
的食物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

担。 但要注意， 高温环境下人体
更需要摄取足够的热量， 补充蛋
白质、 维生素和钙， 要多吃水果
蔬菜。 同时， 睡眠要充足， 睡觉
时要避免电风扇或空调直吹。

如果作业人员出现头昏、 胸
闷、 心悸、 面色潮红、 皮肤灼热
等症状， 要警惕中暑的可能性，
要使作业人员迅速离开高温环
境， 转移至通风良好处休息， 给
予含盐清凉饮料， 必要时给予葡
萄糖生理盐水静脉滴注。 如果出
现重度中暑， 如热射病、 热痉挛
和热衰竭等， 需要紧急送至医院
进行治疗。

饮用含盐饮料 含盐量0.1％至0.3％为宜
市疾控中心提示：高温天气 作业人员应注意防护

□尹兆华

如何选择“好”大学“好”专业
———高考志愿填报解析（上）

�编者按： 每年高考后， 考生及家长都要面对志愿填报的问题。 高考志愿填报不仅仅是考虑能上什么大学， 专业选择也是十
分重要的， 这关系到考生未来的发展和职业走向。 为此， 本报特别邀请了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尹兆华， 帮考生深度解
析如何选到适合自己的大学和专业。

公

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和《北京市民办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管理办法（试行）》，经
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批准， 自 2017 年 4 月 27 日
起， 北京市化工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终止办学，特此公告。

张玲女士，您好！
张玲 （身份证号 ：110106198202153925）

您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开始休产假 ， 公司
已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以快递形式邮寄书
面通知书告知您产假结束后到岗上班 ，产假
期届满后至今您仍未按时到公司上班 ，公司
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通过报纸刊登 《限期上
岗通知书 》，再次通知您，限您收到该通知之
日起三日内返岗履行岗位职责

北京北大纵横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1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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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 211只是评价大学的
一个维度

提到好大学， 尽管网络上各
种 “来路不明” 的排行榜颇具争
议 ， 但985、 211这种官方 “标
签” 还是很能说服人心。 不可否
认的， 985、 211的选拔确实需要
一定门槛， 从某种程度上也证
明了一所大学的综合实力。 但
985、 211的确定除了考虑学校综
合实力外， 还会综合地域差异、
社会需求、 学科特色、 民族发展
等因素。

完全依赖学校身份选择大
学， 一方面可能盲目进入不适合
自己的学校， 另一方面可能错失
一些自己喜欢的办学水平较高的
特色大学。

不同的城市 不一样的风景
大学 ， 是一座城市的名片 。

大学所在城市的资源、 文化、 先
进程度等都会对一个人的视野和
机遇产生影响， 也会对一个人的
性格和气质进行塑造。

根据历年高校录取数据分
析， 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录取分数
会比北京、 上海等特大城市同层
次高校的录取分数低很多。 但是
如果仅从地区角度出发选择高
校， 很大程度上挤压了自己的选
择空间。

考生选择高校， 不能简单的
将 “地域” 作为决定因素， 而应
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 ，
对自己的决策提供支持。

学校各有特色 适合自己才
是最好的

选择大学前我们要想明白自
己上大学的初衷是什么， 最想得
到的成长是什么。 每所大学都有
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都有自己的
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 在不同的
大学能够感受到不同文化熏陶，
得到不同专业教育和培养。 有的
学生希望大学毕业后直接就业，
可以选择就业质量较好的实用型
专业较多的大学； 有的学生希望
在毕业后继续读研， 可以选择深
造率较高的研究型大学。

总之， 在选择大学时， 我们
应该认真问自己内心的期待， 只
有适合自己的大学才是真正的好
大学。

职业目标明确 优先选专业
专业是大学生最重要的 “标

签”， 专业学习的目的是掌握不
同行业的从业能力， 提供从事某
种职业的可能。 有些学生会对未
来职业发展有一定规划， 很清楚
自己将来想做什么。 这种情况下
毫无疑问要首选专业。 只有 “选
对专业”， 才能 “入想干的行”。

职 业 目 标 不 明 确 优 先 选
大学

事实上大部分考生对未来职
业发展的规划比较模糊， 对学习
哪种专业能够实现职业理想也没
有深入的探索。 这种情况下建议
考生优先选择大学， 选择理想大
学的一些通用性较强的专业。 等
进入大学以后再探索自我的未来
职业目标也不迟。 哈佛耶鲁双料
学霸李柘远曾经说过： “优秀大
学和普通学校在学习上的关键性
差异， 不在于 ‘学什么’， 而在
于 ‘怎么学 ’。 同一个知识点 ，
普通学校的学生可能只掌握了皮
毛， 浅尝辄止； 名牌大学的学生
却可能通过教授讲解 、 小班讨
论、 课外研究等多种方法， 很深
刻立体地消化一个知识点。”

不同分数段考生 不同策略
在志愿填报时， 分数是硬道

理。 高分段的考生， 当然可以根
据自己的分数段选择最佳的学校
和专业。 中等分数段的考生， 如
果没有非常具体明确的职业目
标， 建议以优先选择院校为主，
尽量选择综合实力较强的院校。
较低分数段的考生， 不管有没有
明确的职业目标， 主要从就业角
度去考虑 ， 建议以选择专业为
主 。 尤其是一些高职层面的考
生， 选择一个自己擅长或者喜欢
的专业， 未来就业就相对容易。

什么样的大学是“好”大学？

小研同学看到自己的高考分数陷入了两难， 可以选择一所二线城
市的985、 211学校， 能顶个名校光环。 也可以选择一所一线城市的
普通大学 ， 去感受大城市的繁华 。 小研困惑了 ， 到底是选择985、
211这些名校呢？ 还是选择到一个梦想的大城市去读普通大学呢？ 到
底什么样的大学才是 “好”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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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案例例

学校和专业哪
个更重要？ 先选大学
还是先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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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研同学成绩优秀， 高考可
以选择比较好的大学， 但是专业
选择上没有太大的空间， 很有可
能会被调剂到自己没有选择的专
业。 如果坚持选择自己喜欢的专
业， 为了保险只能选择一个层次
相对较低的学校。 小研想知道是
应该优先保证大学， 还是优先保
证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