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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年自主选拔录取面试工作 $!日和
$%日举行! 面试的程序有哪些" 面试的题目有哪些特
点" #$这些都引起人们的关注%

记者在现场看到& 今年的面试采取国际上通行的
'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五名考生一组面对三
名评委% 每组面试时间约 &"分钟%

面试的第一个程序是每人一分钟的自我介绍& 考生
多数对此有所准备&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姓名)学校)性格)

爱好)特长等%介绍完自己后&考生有两分钟的思考问题时
间&还可以用考场准备好的铅笔和白纸记下回答的要点%

五位考生抽取的问题依次是*'有人认为& 水资源危
机比能源危机更严重&你如何理解" ('哈佛大学图书馆的
墙上写着+请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请谈谈对这句话的
理解('如果可预测人类全部基因组这天到来& 你如何看
待" ('请解释普罗米修斯盗火与燧人氏钻木取火不同的
文化意义('现在的影视剧有许多穿帮镜头& 请从文化建
设角度谈谈你的看法" (

据记者了解&$%日的面试题目还包括 '近期日本
发生地震&请谈谈你的看法('鲁迅小说-祝福.中&+我,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为何不告诉祥林嫂人死后是没有灵
魂的(&等等! 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

伦理)科技)环境)时事)历史等&是北大几十位多学科
专家学者反复研究的结果! 试题开放而富有想象力&

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给考生以充分发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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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陈
潭秋&$'() 年 $ 月
生&$($) 年与董必
武筹办武汉中学&

任英文教员! $(!"

年秋& 陈潭秋与董
必武等发起建立武
汉的中国共产党早
期组织& 是中国共
产党最早的党员之
一!

$(!$ 年 * 月&

陈潭秋出席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 (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
负责人&后任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委员&武汉区
执委委员长)组织委员! $(!%年发动和领导京汉
铁路工人大罢工&后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和建党
工作&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此后&陈潭秋先后担
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

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陈潭秋
努力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坚持秘密斗争&先后担任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山东临时省委负责人)满洲省
委书记等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
运工作&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

$(%%年初& 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工作! 同年 )

月&任福建省委书记!

$(%(年 &月&他化名徐杰&回国任中共中央
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和
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员一起&正确执行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年 (月 $*日&陈
潭秋被捕! $(+%年 (月 !*日&陈潭秋和毛泽民)

林基路等一起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 时年 +*

岁! 由于消息隔绝& 在 $(+&年召开的党的七大
上&他仍被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陈潭秋
的遗骨被安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南郊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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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
树湘&$(,& 年 $ 月
生 & 湖南长沙县
人! $($(年参加新
民学会发动的长
沙反日爱国运动!

$(!$ 年与在长沙
清水塘从事党的
秘密工作的毛泽
东结识&受到马克
思主义的启蒙教
育! $(!!年秋加入
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 ! $(!* 年参
加北伐军叶挺部&历任班长)警卫团排长! 同年
( 月随部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
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上井冈山&历任红
+ 军第 %$ 团连长)第 % 纵队大队长! 参加了井
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 $(%"年 )月
任红 $ 军团总指挥部特务队队长&' 月任红一
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负责对毛泽东)朱德
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

$(%+年 $"月&陈树湘率部参加中央红军长
征&担任全军总后卫&同国民党追兵频繁作战&掩
护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连续突破
国民党军第一至第三道封锁线!

陈树湘指挥红 %+ 师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
力渡过湘江后&下令全师立即转入渡江的紧急
准备工作! 不久&他接到回电&要红 %+ 师迅速
退回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地区& 发动群众&坚
持游击战争! 陈树湘立即召集师团干部开会&

布置了突围方案! 按照计划&陈树湘和师参谋
长王光道率领主力 +"" 人&经湖南道县进入江
华境内! 在战斗中&陈树湘腹部中弹&身受重
伤! 经过激战&王光道率部突出重围&陈树湘不
幸被俘! 敌人为抓到一名红军师长而欣喜若
狂&立即将他押往长沙! 途中&陈树湘趁敌不
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

壮烈牺牲&年仅 !( 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
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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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锯末)粗糠和面粉做原料&湖北荆州 )

个制假窝点半年内疯狂炮制出上亿粒胶囊&冒
充 !"$种药品&并通过互联网销往全国 !'个省
份的 $""多个市! 案件涉及药品多) 辐射地域
广)涉案金额大&是湖北药监局查获的互联网销
售假药第一大案!

荆州市公安局和药监局 $"日联合销毁了缴
获的标值百余万元假药& 涉案的 !%名犯罪嫌疑
人已被抓获!此案涉及金额超过千万元&目前&公
安部门已缴获的药品仅占总额的十分之一&大部
分假药已经售往全国各地!

去年 )月& 荆州一位姓李的药商在网上购买
了用于治疗胃病和前列腺疾病的 *种知名品牌药
品&价值 +"""多元!当他拆开包装后&发现大部分药
品既无生产日期&也无批号&随即向荆州市药监局举
报! 药监人员检查发现&他购买的药品全是假药!

鉴于案件的复杂性&公安部将此案列为督办
案件!经过半年多认真细致的侦查&荆州警方顺藤

摸瓜&一举端掉了 )个制假窝点&抓获犯罪嫌疑
人!%名! 在查获假冒 !"$家正规药厂 !"$种药
品的同时&向全国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移交
涉案线索 &""余条&使一个巨大的假药销售网络
浮出水面!

'犯罪分子非常狡猾! 他们刻制假冒药厂公
章&冒用多个药品生产厂家)多个国药准字号批
号&在互联网上大肆刊登虚假的药品广告&并通
过物流邮寄的方式&小批量)多批次分销&基本上
足不出户就能找到全国各地的采购商! (荆州市
公安局治安支队行动大队副队长胡成林说!

在行动大队办公室&记者看到了冒充国内某
知名药厂治疗妇科疾病的假胶囊!假药外包装印
刷精良&上面印有'-./(&'国药准字(等标识! 再

加上防伪标志&仅从外观看很难判断真伪! 记者
剥开一粒&稍用力就把胶囊捏碎了! 仔细观察后
发现&里面填充物竟是锯末/

据负责此案侦破工作的行动大队副队长
代俊介绍&胶囊外壳一般用糯米制成&部分用塑
料制造!胶囊填充物主要是锯末)粗糠和面粉!假
药作坊用印有不同药名的封塑铝箔纸&把灌装好
的胶囊封装成板& 然后再装入不同的药盒&'锯
末(胶囊摇身一变&就能成为几百种具有各种功
效的药品&可谓是'万能(胶囊!

荆州市药监局稽查分局局长郭志强说*'这
种+锯末,胶囊危害很大&不但不能治病&延误治
疗时机&如果带菌还会引起其他疾病&直接危害
身体健康&长期服用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

z�´µ

¶µ·¸¹º

»¼½¾%

z{|¿ 

ÀÁ Â

湖北破获互联网
售卖假药“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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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以个性强)重视自我
著称! 然而来自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项调研称& 与人们印象不同的
是&',后离婚案中闪离)第三者插足并不多见&离婚时的平均婚龄接近 &

年&和婚姻中的'七年之痒(现象相比提前两年!

据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介绍& 近年来武汉法院受理的离婚案
件中&涉及 ',后当事人的比重逐年上升&去年上半年已达 %,0+!!

从这些案件来看&人们印象中存在的闪离情况并不多见! 武汉 '"后
离婚案件当事人多是 $('"至 $('&年出生&闪婚闪离现象并不普遍&相识
时间一般在 $年以上&结婚时间平均为 +0*年&时间最长的有 (年&最短
的也有 !年! 与传统的'七年之痒(相比&'"后离婚时间平均提前 !年!

另外&'"后离婚缘由多为家庭琐事!因为 '"后的婚前生活多由父母
安排&双方独立生活后常为家庭琐事产生纠纷&产生纠纷后又不能宽容对
方&小纷争往往积淀成大矛盾&最终导致婚姻破裂! 与其他年龄段群体相
比&因第三者导致离婚的所占比例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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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广西北海水产市场获悉& 这个市场成立海味干货
行业协会 &年来&实现了食品安全'零(投诉!

!""+年& 中央媒体报道了北海的染色虾米事件0

第二年& 国内个别地区使用有毒药品腌制海味干货的
传闻波及北海&海味干货交易量急剧萎缩!北海水产市
场的年营业额从最高峰的 $"0"&亿元&跌至 !""&年的
!0$亿元0 经营户数量也从最高峰的 %+&户& 减少至
!"")年年初的 $*"户!

!"")年&在北海市工商部门支持下&北海海味干
货行业协会成立!针对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协会制订了
自律公约&内容包括统一 $)'种在市场销售的商品名称0

会员使用统一定制的价格标签0在工商部门监督下&不定
期地组织抽检&并将抽检结果向消费者公布!

最为独特的是成立 '十户联创诚信小组(*$"个经
营户为一组&互相监督&只要其中一户出现问题&就会
'株连(到其他 (户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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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拉勐寨
眼前的平原镇拉勐寨用废墟形容一点

也不为过!这个傣族村寨是 %月 $"日盈江
县 &0'级地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地方!

!7789::;<

断壁残垣中&一间间危房支离破碎)摇
摇欲坠! 这座位于距离盈江县城 !0&公里
的傣族寨子&傣语意为'团结和睦的好地
方(&曾是 !)!名傣族同胞的美好家园! 但
地震使 +""多间房屋被摧毁& 老百姓已陆
续搬出房屋&*个人在地震中受伤!

在灾难肆虐的同时&坚守希望)延续亲
情) 并肩同行& 一份份人性的光辉在废墟
中)在风雨里熠熠生辉!

=>?@

+!岁的傣族妇女金小闷是寨子中受
伤比较重的人! $"日地震时&她从山上砍
甘蔗回来& 正在家里的厢房中取米煮饭!

忽然房子倒了&不知道墙体还是屋顶的石
头打到她的头上!

沿着寨子的路上行走&曾经的水泥路上
铺满了空心砖的碎片! 金小闷家 !"多平方
米的厢房完全倒塌&空心砖砌成的房子碎成
瓦砾! 四合院中的主屋墙体被扯裂&屋顶瓦
片掉下来了&把房屋中的电视柜砸坏了!

金小闷说&地震后她快步跑出&扶着自
家临时搭建的竹篾房的柱子&'我觉得头很
晕&用手一摸&发现出血了! (

说着说着&金小闷哭了起来! '地震把
自家放粮食的厢房震垮了& 十多袋大米埋
在沙砾中&旁边摩托车和拖拉机已经被空
心砖的碎片覆盖了! 正在拖拉机旁抱窝孵
小鸡的母鸡在地震中没能跑出来! (她说!

'现在家里四合院中的仅有的三栋房
子都震坏了! 自己全家人暂时住在临时搭
建的竹篾房中! ( 她擦了一把眼泪&'全家
人现在最希望的是&不要再地震了&踏踏实
实睡个安稳觉(!

顺着拉勐寨的小路走着& 沿途每家每
户的房屋均不同程度损坏&很多村民家的
砖墙)土木瓦房坍塌下来&狭小的街道上铺
满破碎的瓦砾! 村委会的大门和外墙已经
完全倒塌&院子里堆着被砸坏的桌椅!

AB@C

地震发生后&当地政府帮助拉勐寨的傣
族同胞住上了简易帐篷&或者用彩条布和油
毛毡搭成的临时住所! $%日中午&一股股炊
烟从受灾群众的安置点袅袅升起!

记者循迹来到炊烟升起处! 傣族妇女
绍罕凹正在煮饭!她家在地震中损毁严重&

幸好家里人都没受伤! $$日开始&她和寨
子里的妇女每天自发地到村头淘米)做饭!

'虽然政府每天都会按时给我们送饭&

但救援的解放军也要吃饭& 我们就一起做
饭给他们! (绍罕凹告诉记者&这些大米都
是解放军从倒塌的废墟中挖出来的!

!&岁的傣族妇女冯桑石正在掌勺做酸
粑! 她告诉记者&每顿饭要做什么菜)需要多
少原料&都是她来统筹安排&菜的种类虽然有
限&但她们还是会想着法儿的尽量做出花样!

'太累了&太辛苦了&我们真的是非常感
激救援队伍来帮助我们&要不然我们真的是
无能为力! 房子倒塌了&有什么吃什么&大家
凑合着吃&一起渡过难关!(冯桑石眼中含着
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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