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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景水 郑彤

星期一下午的阅读课上，海南海政
学校五年级（1）班的教室里，20岁的王
邱云领着全班45名同学朗读。王邱云
是海南政法职业学院2014级行政执行
专业学生。去年10月，进入大学校门
一个月的王邱云，和同校的51名同学
一起，受聘担任海政学校的班级校外辅
导员，王邱云和同学梁家丽负责五年级
（1）班。

教育有温度
“+帮手”及时发现问题

“在班会课上，她们教我们节约用
水、环境保护、文明礼仪、法律常识等内
容；音乐课上，她们教我们合唱《团结就
是力量》等歌曲。”五年级（1）班11岁女
生杨速同学觉得王邱云、梁家丽非常亲

切，“她们就像大姐姐一样”。
“××同学，学习一贯较好，最近有

些松动；×××同学，今天上午在教室
里和其他同学动手。”在六年级（1）班，
负责语文课的副校长余家兰，认真地记
下了这一天两个学生的表现，并且在课
后马上给两名学生家长打去了电话，沟
通了解情况。在做了这一番记录、沟通
之后，余家兰又专门向班主任刘珊珊老
师进行了报告。

包括这两名同学，在六年级（1）班
导师帮扶小组安排表上，余家兰对口辅
导6名学生，班主任刘珊珊、英语老师
林玉蕾、体育老师朱江、科学老师丁薇、
音乐老师王静分别对口辅导五到六名
学生。辅导老师的任务就是，随时发现
学生在学校出现的问题，并且进行了
解、解决问题。

两名校外辅导员、人数不等的辅导
老师，在海南海政学校，从小学一年级

到高三年级，全校31个班级，每位班主
任都有“2+X”个帮手。

教育有责任

“+交流”学与教双监督

有了帮手，并不是意味着班主任就
成了“甩手掌柜”。相反，海南海政学校
的做法似乎“很极端”——班主任的办
公桌就在教室里。“班主任没课的时候，
都要在班级办公桌前办公。”据学校政
教处主任赵波老师介绍，班主任进入教
室办公，从2013年9月开始实施，已经
实施了将近两年。

初二（1）班的班主任王红霞老师，
1996年开始担任班主任至今，两年“进
教室办公”让她感慨良多：可以更多时
间观察学生，更多地了解学生，“特别是
课间的时候，跟学生进行直接交流。”

班主任坐在教室里，会不会让学生

和其他授课老师感觉到别扭。“这样的
班级管理方式，我们很享受。”初二（1）
班女生李孟丽告诉记者。

赵波介绍，班主任进教室办公，也
有严格的考核，考核人是班长和任课老
师。“班级的班务日志上，这一节课，班
主任是否在课堂里办公，班长和任课老
师都要进行签名认可。”

初二（1）班英语老师郑秀玲说，班
主任坐在教室里，不仅对学生，对于授
课老师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
督的作用，让授课老师每一节课都不能
懈怠。

海政学校校长向永彪告诉记者，
他们探索的给班主任加帮手、班主任
进教室办公等“教育+”做法，不仅有利
于营造出“1+1>2”的教学环境，更有
利于营造教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育人环境”。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

海政学校探索“班主任加帮手，入教室办公”教学模式

“沟通+监督”教育赢得“青胜于蓝”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我们不会给学生押宝语文高考作
文。”今天上午，谈及最后10天的语文
高考备考，省农垦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程
洪远明确表示：老师平时已经给学生在
作文上进行了审题、写作、素材等方面
的指导，学生们做了针对性的训练和准
备，靠押题是不可行的。

“作文满分60分，可以说在语文学
科中‘得作文者得天下’。”程洪远说，对
于高考作文的备考来说，我们要求学生
不仅要“备考、备知识”，更要“备人”。“所

谓‘备人’，就是考生要考虑到高考阅卷
老师，考虑到阅卷老师的阅卷情况。”

程洪远说，有的老师连年参加高考
阅卷，如果每届学生都采用一样的写作
素材，那么就很容易引起这些老师的反
感，这些学生的作文也就不可能得高
分。“因此，在我的日常教学中，发现学生
作文中出现的‘高频材料’、‘万能论据’，
便会提醒他们丰富阅读、扩展视野。”

程洪远说，所谓“高频材料”、“万能
论据”，就是学生在议论文作文中经常
援引的素材，比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
人的事迹。“因此在此提醒考生不要单

一使用这样的素材。当然，近年来高考
作文命题的导向开始出现要求学生写
自己的生活感受，这样也就使‘高频材
料’、‘万能论据’没有了‘用武之地’。”

“对于高考作文，我也曾经进行总
结，记叙文、议论文居多，其中主题主要
包括品德、情感、辩证关系三大类。”程
洪远说，以议论文为例，学生在谋篇布
局的时候，要明确提出中心论点、分论
点，把握好语言的亮点、用词，这样一般
情况下就可以得到七成左右的分数。

“最后的10天时间里，我们学校还
会组织一次模拟考试，将帮助学生进一

步适应高考氛围。”程洪远告诉记者，模
拟考试后，临近高考的一周时间里，老
师不会再上课，学生将自主安排时间，
学生可以主动找老师询问相关问题。

程洪远说，对于语文学科来说，最
后阶段的冲刺，更多的是身体、心理调
节以及现场考试技巧的准备，在经过前
一段时间高密度的复习考试之后，学生
在这段时间通过模拟考试、自由复习可
以进行消化，“这一段时间不适宜再做
更多的新题，因为题目是做不完的，做
新题不一定获得新知。”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

冲刺高考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李拉）今年高考、中考即将来
临，为有效控制和减少环境噪声污染，
省生态环保厅近日下发《关于加强高
考、中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市县
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加强环境噪声污染
监督检查，坚决制止并依法查处噪声污
染行为，确保全省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
习、考试和休息环境。

《通知》要求集中力量，重点加强对

建筑施工噪声、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噪
声污染的监管，从严控制露天娱乐和集
会等活动噪声扰民问题，限制使用高音
喇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等，对噪声污
染违法行为必须坚决制止并依法查处，
做到有案必查，迅速处理。

《通知》强调，市县环保部门要充分
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确保“12369”
环保热线畅通，对群众反映强烈、影响
大、危害严重的噪声污染事件，通过新
闻媒体予以曝光。

加强噪声污染管理

高考期间，请安静！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李关平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今天零时许，海口市侨
中隧道，一辆摩托车轰着油门南往北行驶，发现前
方有交警拦截后，作出危险调头动作企图逃跑，被
隧道另一头的民警逮了个正着。

经民警现场核实，驾车者竟然是一名年仅
17岁的在校高中生，摩托车是4缸250大排量
摩托车，而且是套假牌。民警当即对这名未
成年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查扣这辆大排量
摩托车。

几乎在同一时间，还有一名年轻人驾驶摩托
车被拦截，也是企图掉头加速轰着大油门逃跑并
冲卡，被现场交警用护栏拦截住。

经民警现场核实，车主姓吴，19岁，无证驾
驶，摩托车无牌。交警部门当场查扣摩托车，并对
吴某处以15日治安拘留，罚款1600元。

当晚，民警在侨中隧道和西海岸等地查处涉
嫌摩托车飙车6起，查扣大排量摩托车5辆。

据悉，用于飙车的车辆，绝大多数改装超标，
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警方将继续开展整治飙车专
项行动。

海口交警昨夜开展夜间飙车专项整治

17岁少年驾驶
套牌大摩冲卡被拦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郭景
水 通讯员高春燕）今天，省考试局公
示首批今年高考享受照顾加分资格的
考生名单。

记者查询注意到，首批公示名单
分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少数民族考生、
少数民族聚集乡镇少数民族考生、在
非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学校就读并毕
业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少数民族考生、

少数民族聚居乡镇的汉族考生、获得
奥赛奖享受照顾加分的应届考生、获
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享受照
顾加分的应届考生、“三侨生”享受照
顾加分的考生、台湾考生、农村人口
独生子女考生、国家体优生、省级体
优生等11个类别。

根据我省今年的高考加分政策，
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的户籍在少数民

族聚居市县或少数民族聚居乡镇，且
在这些地区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
业，同时在这些地区的市县报考的少
数民族考生，报考省内外学校增加20
分投档；“三侨生”、台湾籍考生报考省
内外学校增加6分投档；2015年1月1
日前获得奥赛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报考省内
外学校增加5分投档。

我省公示首批今年高考加分考生
共有11个类别考生获加分资格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邓海
宁）5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食药监局
稽查大队和海港食药监所联合取缔了一
家位于紫园路的凉粉凉皮加工黑窝点，
现场查获了禁用的铵明矾，以及凉粉、凉
皮、魔芋、海藻丝等成品170斤。

经过近一个月的蹲守，26日上午，
海口秀英区食药监局稽查大队和海港食
药监所对紫园路内进100米右侧铁门的
一处民房进行了突击检查，发现该窝点
是简易棚屋，卫生条件差，全无防鼠、防
蝇、防尘三防设施，加工好的凉粉、凉皮、
魔芋、海藻丝等成品随处乱放，其中魔芋
还散发着令人恶心的馊味。经执法人员
检查，该窝点除了有营业执照外，无其他
相关证照，现场共查扣凉粉、凉皮、魔芋、
海藻丝等成品170斤，并查获禁止在食
品中使用的铵明矾。

目前，执法人员已将小部分凉粉、凉
皮、魔芋、海藻丝等进行抽样送检，并将
170斤成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该案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海口查处一加工凉粉黑窝点

成品随处乱放
散发阵阵馊味

本报五指山5月27日电（记者易
建阳 通讯员余军军）“本月我们查处
了4起无检验报告的牛栏山白酒案件，
查扣了39瓶牛栏山白酒。经过厂家工
作人员辨别，确认该批牛栏山白酒均为
假冒产品。”今天，五指山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稽查大队负责人告
诉记者。

据介绍，日前，五指山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接到市民举报，在五指山市理
文路某小区小卖部内有人销售假冒牛栏
山白酒。5月6日，五指山市食药监局执
法人员在该小区小卖部内查获21瓶同
一批号无检验报告的牛栏山陈酿白酒，
并当场进行查封。

5月18日，五指山市食药监局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酒类巡查，分别在一家商
店和两家餐饮店查获总共18瓶无检验
报告的牛栏山白酒，该批白酒未按规定
张贴喷码小标签，经营者无法提供该批
次白酒的《酒类流通随附单》及供货者的
资质证明。

经过牛栏山白酒厂家工作人员辨
别，确认查扣的39瓶牛栏山陈酿白酒均
为假酒。

“由于该案件涉嫌商标侵权，我们已
经把案件移交给工商部门处理。”五指山
市食品药品稽查大队负责人表示，案件
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五指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
广大消费者，在选购酒类商品时一定要
注意查验防伪标识，以防买到假冒伪劣
酒类商品，并且要让商家开具正规发票
或收据作为凭证，以便追溯。

五指山查扣39瓶
假冒牛栏山白酒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 （记者李关平 通讯
员钟坚）5月25日，河南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
发生火灾，造成38人死亡、6人受伤。事故发生
后，为切实加强全省重大火灾隐患治理工作，海
南省政府从5月26日起，组织省政府督查室、安
监、消防等部门组成检查组，对养老院等场所及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整改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导
检查。

此次专项督导检查采取查阅资料和实地检
查的方式，督导各地消防部门依法督促养老院、
福利院、幼儿园、托儿所、医院等单位落实消防安
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制度，加强用火、
用电管理，严格落实巡查、检查要求，及时消除火
灾隐患。

同时，针对此类单位老弱病残幼人员多、自
理和逃生能力差等实际，督促指导单位明确专人
看护，并配备实用的报警和疏散逃生设施。各检
查组还将结合督导，指导被检查单位找准问题，分
析原因，研究解决办法。并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
行业单位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帮助解决隐患整
改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省政府要求各督查组要严格按照“谁督查、谁
负责”的原则，不漏一处消防隐患，做到敢于坚持
原则，指出发现问题，严防走过场。

我省对养老院等
场所开展消防督查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
柳柯 黄晓辉）男子黎某酒后驾车，冲向烧烤摊连
撞四人，近日被海口琼山区法院以犯危险驾驶罪
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8000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0月31日，被告
人黎某与其朋友梁某在琼山区凤翔东路绿色佳园
路段吃饭喝酒后，又到琼山区中山南路延长线某
KTV包厢喝酒。当日23时30分许，黎某酒后驾
驶其朋友吴某的丰田小轿车，从海口市琼山区中
山南路延长线某KTV行至该KTV斜对面一路边
烧烤摊时，先后撞上驾驶二轮电动车的廖某、路边
摆卖大排档烧烤摊的李某、路边买烧烤的周某及
其4岁儿子李某甲，并撞上冯某停放在路边的一
辆小轿车及李某乙的一辆电动车，致使廖某、李
某、周某、李某甲等四人不同程度受伤及三车受损
的交通事故。

经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害人李某
甲因交通事故所致损伤已构成轻伤一级。事故
后，公安民警将黎某带至医院法医鉴定中心鉴定，
其血样中含有乙醇浓度为248mg/100ml，属于
醉酒驾驶。交警部门认定，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
任，其他人无事故责任。案发后，被告人黎某已对
被害人的各项损失进行了赔偿。

法院认为，被告人黎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
动车辆，并致使四人不同程度受伤及三车受损的
交通事故，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被告人
黎某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积极赔偿损
失，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协议，可以从轻处罚。遂依
法作出以上判决。

醉驾冲向烧烤摊
撞伤四人司机获刑

5月27日，海口秀英区在长
滨一带拆除2000多平方米有严
重火灾隐患的违建。

气温日益升高，消防安全隐患
凸显，海口市从5月20日开始开
展为期4个月的夏季消防安全大
检查活动。27日，秀英区政府组
织区公安、消防、城管、工商、商务，
以及长流镇、西秀镇政府的有关部
门，对长滨路沿线存在消防安全隐
患的违法建筑进行检查并实施了
强制拆除。这些违建场所均采用
木材或彩钢板等可燃易燃材料搭
建，其中大多数设有住人场所。

本报记者 苏建强
通讯员 符嘉峻 摄

火患扎堆
违建被拆

今年高考进入了倒计
时，本报开辟“冲刺高考”专
栏，围绕学科备考、学生心
理、高考期间作息等方面，
组织一系列报道，敬请各位
考生及家长关注。

省农垦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程洪远谈高考作文：

切忌“高频材料”少用“万能论据”

本报三亚5月27日电（记者孙婧
通讯员罗佳 周君）近日，有网友发帖，
以“饥饿营销”形容三亚的车辆年检检
测难、候检耗时长问题。对此，三亚市
交警支队解释称，新的检验监管系统还
在磨合中，下一步将加快改善系统运
行，严禁机动车检测中心出现拉关系、
加塞插队等扰乱车检秩序情况出现，并
启动双休日加班服务机制，加快办理积
压的待检车辆。

“三亚的车辆年检也要玩饥饿营销

吗？据说5月的年检已经排号到了6
月，为什么不多开几个年检的办事点？”
网友“wstangqin666”在 5月 25 日的
帖子里如此反映。

三亚市交警支队表示，自2015年
5月 1日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在全
国启用了统一的检验监管系统。“新
系统检验车辆环节多、流程复杂，且
车辆检验标准高、检测严，而且系统
的应用正处于磨合期，还存在网络不
稳定、数据传输慢、容易断线等问题，

从而导致检验时间延长。”交警支队
相关负责人表示。

关于网友提出的“多开几个年检
的办事点”问题，记者了解到，三亚市
机动车辆检测工作已社会化。目前，
该市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有汇鑫、安
保、永成、顺阳共4家。其中，永成检
测中心因搬迁建设尚未完工，顺阳检
测中心属新开设站点，还未通过验
收。因此，当前能进行车辆检测的只
有汇鑫、安保 2 家机动车检测中心，

这也制约了三亚机动车检测的能力
与速度。

交警支队表示，下一阶段，将积极
采取措施缓解“检车难”问题，一是强化
与社会检测机构协调，加快网络系统更
新完善进度；二是责令机动车检测中心
加强车检场地的秩序维护，严禁出现拉
关系、加塞插队等扰乱车检秩序情况出
现；三是组织机动车检测中心工作人员
利用双休日时间，为积压的待检车辆进
行年检，方便群众。

网友吐槽三亚车辆年检难
交警支队回应：新系统在磨合中，将启动双休日加班服务

本报万城5月27日电 （记者周晓梦）今天
下午，备受关注的万宁市国营新中农场香根区
重阳木被盗伐案成功告破。涉案的3名犯罪嫌
疑人已被抓获归案，并被森林公安机关依法刑
事拘留。

经由省森林公安局专案组2天的紧张调查
取证，截至今天18时30分，本案的3名犯罪嫌
疑人王某森、覃某光和王某良先后落网，3名犯
罪嫌疑人对盗伐重阳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该专案组将此案立为盗伐林木案件。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下一步，专案组还将继
续抓紧缜密侦查，深挖犯罪。在破获此案的过
程中省公安厅给予了业务指导，万宁市公安局
给予了支持。

另据悉，4棵被盗挖的重阳木，其中一棵已被
万宁市上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运
回管理站内养护种植，其余的三棵也已在案发原
地进行养护复种，林业部门技术员正在按技术规
程要求对4棵树木进行养护，确保成活。

万宁重阳木盗伐案告破
3名嫌犯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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