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特约记者 韩小雨 通讯员 贠丁琦

多所名校追加在琼招
生计划

今年，上海交通大学接连对我省考
生释放“利好消息”：首次在提前批中
安排2个招生计划，贫困地区专项招生
中安排3个招生计划，本科第一批安排
5个计划基础上追加3个招生计划，自
主招生1个计划。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在统招类安排了3个招生计划，贫困
地区专项招生1个计划，自主招生1个
计划。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今年一共在我省录取了19位考

生，是去年录取人数11人的将近一倍。
北京大学医学部首次在我省安排5

个统招计划，其中两个招生计划为八年
制本博连读专业、两个招生计划为本硕
连读专业。直接可以读到博士的机会，
吸引了我省高分考生的填报。

高考成绩902分、名列全省理工类
第五名的18岁海南中学高三应届毕业
生符师宁，选择了八年制临床医学本博
连读专业。他说：“我的父母都是从医
的，现在有了可以就读医学类本博连读
专业的机会，对我来说很宝贵。希望自
己可以潜心学习，毕业后为海南健康岛
奉献一份力。”

调整优化高考招生计
划结构

相比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与内陆
人口大省相比，近几年我省高招录取率
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本科录取率均超
过50%。

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表示，“过
去我们的工作目标是要争取让更多
的海南学子有机会上大学，现在我们
进一步转向调整和优化高考招生计
划的结构，增加一本特别是全国知名
高校的计划数，提高知名高校计划在
全省高招计划中的比例，全力以赴争
取让更多的海南学子有机会上好大
学。”

诸多名校在我省追加招生计划，特
别是今年面对保亭、五指山、琼中、白
沙、临高，第二年实施的贫困地区专项
招生计划较去年有大幅度增加，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保亭中学校
长伍四明认为，北京大学等名校在贫困
地区专项招生计划中增加招生名额，这
就意味着有更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
可以到名校求学。

追加计划公平公正公
开录取

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招生办公室主
任丁光宏教授认为，进入高校之后的第
一年，海南学生可能会在外语等方面有
一些差距。不过，复旦大学的分省统计
显示，经过大学学习之后，学生毕业时
的差异并不明显。因此对于海南生源
的素质，我们是肯定的。

对于争取名校的招生计划，省教

育厅、省考试局“平时就有计划意
识”。例如，2012年11月，我省承办了
教育部直属高校招生工作研究会
2012年年会，北京大学等92所全国知
名高校招生负责人齐聚海口，探讨拔
尖创新人才选拔。“通过这次年会，这
些名校的招生负责人对海南高中教育
有了更多的了解。”省考试局普招处负
责人表示。

省考试局局长王贤表示，名校在琼
扩招和追加招生计划，既是对海南学子
的关爱和支持，更是对海南教育质量的
肯定。“所有的追加招生计划都要通过
教育部计划来源网，按照教育部及我省
的招生录取办法进行公平、公正、公开
的录取，接受教育部及有关部门的监
督”。

今年海南学生
上名校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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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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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黄一丹

普通劳动者的素质直接影响国家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用心
办好职业教育，是职业院校服务于国家
发展战略的本职工作。海南政法职业
学院领导班子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有
着清晰的把握和准确的定位。

培养适应职业岗位需
要的人才

“根据职业特点和岗位技能的需要
来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具备政法特
色和职业特色的行业辅助性人才。”据
介绍，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在职业教育中
始终把握全局，坚守职业理念，改革创
新，不断探索人才培养的规律。

“对各专业学生的核心职业技能准
确定位。”据海南政法职业学院负责人介
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前，首先要了解
这个岗位要“做什么”，才能有针对性地
做好该专业的教学设计、课程设置和实
习实训。就拿“书记官”这个法院辅助性
岗位来说，他需要做的是记录和整理工
作，这就要求该专业学生不仅要熟悉基
本法学知识，具备司法辅助事务处理能
力，更重要的是掌握该专业的核心技能
——“快”和“准”的计算机速录能力。

为了培养适应职业岗位需要的人
才，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按照职业规划理
念，特别注重从培养方案、课程建设、实
习实训3个方面进行专业建设。“学中

做，做中学”，是该学院在实习实训中一
直秉承的培养理念。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应用法律系系
主任王伟介绍，“根据职业教育的‘能力
本位’，应用法律系通过‘政校合作’、

‘校企合作’，为本系法律事务专业、人
民调解员专业、社会工作专业分别设立
了‘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站’、‘海南医疗
纠纷人民调节委员会’、‘友善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等实习实训专业平台，有效

提升了学生运用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
的能力。”

建设师资队伍助人才培养

“我们的教师队伍是一支‘双师型’
师资队伍。”据海南政法学院负责人介
绍，“所谓‘双师’就是指我们的上岗老
师同时具备律师、会计师等执业资格
证，既能教书又能办实事。”

“学院的师资队伍由专职教师和行
业专家组成。”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副院
长陆建军告诉记者，该院先后邀请了
200多位行业优秀法官、检察官来校授
课，这种灵活的师资队伍构成可以保证
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和核心技能的基
础上，及时了解行业最新案例，把握行
业前沿动态。

据了解，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优质高
效的师资队伍得益于学院师资建设的4
大措施。第一，每年学院都会组织1到
2次“全员职教能力培训”；第二，学院定
期选派相关教师到基层相关行业单位
进行“挂职锻炼”，提升教师的职业教育
素养；第三，学院跟国内多所兄弟院校，
如浙江警官职业学院、上海公安高等专
科学校、南京森林警察学院等开展合
作，派遣教师前往交流；第四，学院先后
4批遴选专业核心骨干近60人前往新
加坡、澳大利亚、德国进修，学习国外职
业教育先进理念。

为学生可持续发展打造
“立交桥”

“给学生提供更多选择的平台是给

学生最好的服务。”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负责人介绍，学院充分发挥专业一线教
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开展专业改革，同
时以职业技能为核心竞争力进行学分
制改革，为学生的进一步提升打造通
道，创造条件。

“近两年，我们专业在教育部组织
的全国职业院校竞赛中先后拿下文秘
速录专业技能团体二等奖和一等奖。”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法务技术系书记官
专业的一位学生自豪地说，去年获奖
后，主办地天津某单位当场对获奖学生
送出了招揽的橄榄枝。

“我们专业的毕业生特别热门，一
个人常常有两三个单位争着要。”一位
安全防范技术专业的应届生很是自
信。据了解，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以多年
高达92%以上的就业率，连续4年被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评为“就业先进
单位”。

“‘一切为了学生’不是一个口号，
而是要以‘就业’这个学生最切身的利
益为出发点，使学生真正掌握一技之
长。”童光政书记表示，要为学生的可持
续发展打造一座上通本科层次教育下
达中职学校的“立交桥”。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实习生 李艳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
航天英雄杨利伟的飞天故事，在我的心
中种下了一个飞行员的梦想。如今，我
终于梦想成真了。”8月5日下午，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澄迈中学应届毕业生王
达国手捧鲜花，准备启程赴空军航空大
学报到。

今年，我省共有10人被空军航空
大学录取为飞行学员，分别来自海南
省农垦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海口实
验中学、澄迈中学、保亭中学、东方市
铁路中学、海南鲁迅中学等七所高中
学校。

招飞6年海南“飞”出44人

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主任司
吉勇大校介绍，自2009年空军在琼开
始招飞以来，在海南一共录取44人，其
中录取来自海口市第一中学的飞行学
员达到8人，是海南录取空军飞行学员
最多的学校。海口市第一中学今年3名
同学被录取，是今年中南五省区省会城
市中学录取人数第一。今年，海口市第
一中学被空军招飞局授予“空军百所招
飞优质生源基地”。

省农垦中学的周好是 10名飞行
学员中唯一的文科生，高考 740 分。
他告诉记者，当军人一直以来是他的
理想，“艰苦环境才能成材”。说起对

报考空军飞行学员的秘诀，周好说除
了平时加强锻炼外，考试时要调整好
心态。

送孩子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学员
们的父母虽心有千百种不舍与牵挂，自
豪骄傲的笑容却依然洋溢于脸上。黄

女士的儿子陈科桦毕业于海口市第一
中学。她对儿子报考空军的想法非常
支持：“我也把最困难的设想都告诉他
了，他说没关系，所以我们都支持他的
决定。”

多重筛选层层闯关

自2009年开始在我省招飞，今年
首次举行飞行学员出发欢送仪式，10人
统一购机票前往学校报到。

司吉勇大校介绍，2014年海南省
空军招飞工作从2013年 11月正式启
动，在全省 19 个市县普通高中应届
毕业生中进行宣传发动，500多名学
生报名，近200人通过招飞初选，100
多名学生参加复选，其中 30 多人在
高考后推荐到北京参加定选，最终录
取10人。

录取的飞行学员都经过了体格检
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和文化成绩的
多重筛选综合择优。据了解，10人的高
考成绩全部超过了今年海南的一本分
数线。

学习成绩身体素质都过硬

保亭中学 18岁的高三应届黎族
毕业生温传智，是 10 人中唯一的少
数民族学员。对于如何成为一名空
军飞行学员，温传智支招：首先学业
成绩要好，另外身体素质要过硬，特
别是视力要好，“我现在左右眼的视
力分别为 5.2。另外心理素质也要
好，体检的环节中有专门心理素质的
检查内容。”

对于成为我省空军飞行学员的
“第一大户”，海口市第一中学有关
负责人表示，那就是在要求学业的
基础上，注意抓学生的身体素质不
放松。

省考试局局长王贤表示，全省各级
教育部门将会督促省内高中学校做好
空军招飞的校园宣传工作，日常做好

“选苗、育苗、保苗”工作，积极地进行跟
踪培养。市县招生部门要做好招飞学
校的定点联系，增强服务空军招飞工作
意识。

迈过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和文化成绩4大难关

我省“飞”出10名空军飞行学员

海南政法学院全力培养高素质政法职业人才

为学生搭起成长“立交桥”

我省调整优化高招计划结构，北大、清
华等高校肯定海南生源质量，今年一本比
去年多招了248人

高校学费限涨令到期
被指“报复性上涨”

“一年近万元的学费相当于我们农村家庭一
年的收入，学费大幅上涨听过我们的声音吗？”学
生家长王霞认为，要涨价先要给社会交出一份教
学成本的透明账单。

近期，全国多地公布了高校学费上涨标准，部
分高校专业涨幅高达50%。实际上，在教育部
2007年出台的关于高教学费的5年“限涨令”到
期之后，从2013年开始，全国各省份便纷纷上调
高校学费，被公众称为“报复性上涨”。

今年6月，宁夏公布普通高校的学费涨价新
标准。文史类学生每人每学年由2600元调整到
4000元，理工农类由2800元调整到4400元，医
学类由3000元调整到5300元，艺术类由6500元
调整到8000元。其中，文史类、理工农类、医学类
的学费涨幅均超过50%。今年以来，浙江等地相
继公布秋季普通高校学费新的执行标准，较之前
均有所上涨。

多位高校负责人称，从2000年至2012年，全
国高校的学费基本维持不变，但十几年间，社会物
价水平和学校办学成本大幅上涨，各高校普遍感
到较大的经费压力，特别是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
省属高校压力更大。

有高校人士透露，高校涨学费一定程度上是迫
于债务压力。例如，截至2012年末，宁夏4所高校
债务余额近5亿元。广东在2007年一次性清偿近
150亿元高校债务后，校均贷款余额仍然达1亿元。

学生对官方和学校的种种“苦衷”不买账。中
青报一项调查显示，对于高校上调学费，76.1%的
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除了认为目前的学费已经
较高，高学费的投入没有换得同等的教育和教学
质量，高投入换来的只是低回报等原因外，还对高
校的财务公开情况不认可。 （新华网）

我省共有10人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为飞行学员。 郭景水 摄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为学生搭起成长“立交桥”。 王黎刚 摄

今年，我省高招本科第一批招生
计划8647人，比去年计划增加了248
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71 所名
校在我省投放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
划297人，是去年73个招生计划的四
倍。北京大学今年在我省录取人数
达到 31 人，创造该校在琼年度录取
人数的最高，远高于去年的24人。

在本科第一批录取中，不少知名
高校进一步向我省追加招生计划：吉
林大学追加 9 个招生计划 ，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追加 8 个计划，同济大
学、苏州大学分别追加 5 个招生计
划，中央财经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追
加 4 个招生计划，浙江大学、中国政
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西南
政法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山东大学等院校分别追加
2个计划。

被浙大录取的秦格，是今年第一个收
到录取通知书的海南考生。 李关平 摄

清华园中，远远走来的杨元辰浑身上下没有
一丝霸气。白净的脸，精致的眉眼，微卷的长发
……就像《冬季校园》里那“漂亮的女生”。

能考进清华的，都是各地的尖子。杨元辰没
参加过高考，是保送上的清华人文学院，但仅用3
年，她就成了尖子中的尖子。

别人4年学一个本科，她3年就修完两个本
科的学分；别人及格万岁，她连续3年学分绩年级
第一；别人大学4年都未必能学好一门外语，她却
掌握英、西、德、法、俄5门外语；别人能去一个国
家留学就已算开眼界，她通过交换、研修，3年去
过德国、法国等30多个国家……

3年干了这么多事，她的时间哪儿来的？杨
元辰是用勤奋换来的。她早晨6时准时起床，是
宿舍里最早出门的人；晚上，她又是宿舍里最晚
回来的那一个。每次听课，她坚持坐在第一排，

“这样可以强迫自己专注。”杨元辰总要求自己每
学期多学几门功课，这样一学年就能比别人多修
10来个学分，3年下来，别人和她就是一个专业的
差距。 （北京日报）

清华美女学霸
掌握5门外语

经典名著遭冷落
青少年追捧“恐怖玄幻”

据中国之声《全球华语广播网》报道，俗话说，
开卷有益。许多家长表示，要借用暑假这段时间让
孩子多读几本书。中小学校的老师们也会列出一份
课外书单，其中包含了不少中外经典读物。不过，最
受孩子们欢迎的读物，也许会出乎你的预料。

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近日公布了“上半年
青少年借阅的排行榜”，《斗罗大陆》《武动乾坤》
《斗破苍穹》这样的玄幻小说，进入了排行榜的前
10位。中小学生对恐怖悬疑类读物的钟爱，让家
长们大跌眼镜。

长沙市家长邓嘉宇说“儿子感兴趣的都是
《鸡皮疙瘩》《鬼吹灯》这样的书籍，内容不是恐怖
的吸血鬼故事，就是充斥着整人方法的恶搞情
节，而我给他买的名著他翻都不想翻。”

孩子和家长始终想的都是不一样的，向往成长
的孩子们，也已经不再愿意任由家长和老师“摆
布”。对上小学四年级的轩轩来说，妈妈给他买包
装精美、价格昂贵的童话书籍，他都不屑一顾。他
说“什么奇幻的王子公主童话、小动物的故事实在

‘太幼稚’了，看了开头我都能猜到结尾，没意思。”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丁加勇就指出，

比起经典的名著，如今的青少年更钟爱娱乐化的
幽默搞怪、成长中的暧昧早恋，还有恐怖悬疑的
内容。这样的课外书具备快、浅、刺激的特点，很
好地抓住了孩子猎奇的眼球，也迎合了学生们对
于快餐文化的喜好。他建议说，家长对待喜欢看
另类课外读物的孩子，不该过多的指责，而是要
引导孩子阅读一些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

震区考取二本以上
每人获资助5000元

8月10日，中国青基会启动“希望工程圆梦
行动鲁甸地震灾区重点乡镇大学新生全覆盖资
助行动”。此次行动将帮助鲁甸县、巧家县、会泽
县、邵阳区、永善县重灾乡镇2014年参加高考并
被二本以上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大学新
生，帮助他们解决从家门到校门的困难，每人资
助5000元。 （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