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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全岛多云
最高气温36℃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符晓虹 李凡）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
本周全岛天气以多云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
阵雨，最高气温36℃。

陆地方面：6月26日至7月2日，受南到西南
气流影响，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北部、西部
和中部的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南部地区有分
散阵雨；西部和北部地区出现最高气温，为34℃
至36℃，其余地区32℃至34℃；内陆地区最低气
温为24℃至26℃，沿海地区为26℃至28℃。海
洋方面：北部湾海面，海南岛四周海面，西沙、中沙
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至7级。

省气象部门建议，本周各地白天气温较高，
有关部门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合理安
排好生产生活；农事方面，西部地区成熟早稻需
及时收割晾晒和入库；目前各胶园陆续进入高
产季节，需注意合理利用乙烯利刺激技术，增加
排胶量；人工增雨方面，省气象台建议各作业市
县可结合前期降水及当地需求择机开展人工增
雨作业。

此外，省气象部门预测，今年7月，全省平均
气温略偏高，降水略偏少。主要降水时段为上旬
后期、中旬前中期、下旬中期。预计月内有一个热
带气旋影响海南岛，可能出现在上旬末至中旬前
期，各市县需留意。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实习生唐璨）6
月27日起，我省高考考生可开始在
网上填报志愿，录取工作将从7月10
日开始至8月20日结束。省考试局
要求，相关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教育
部“30个不得”禁令行事，不得代替

考生填报志愿，不得擅自更改、泄露
考生志愿信息，不得向考生或家长做
不实承诺，更不得打着招办、院校旗
号从事违法违规招生活动。

省考试局提醒，今年我省将本科
一批和本科二批合并为本科A批，给
填报志愿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因

此，各市县教育局要高度重视考生志
愿填报的指导工作，采取多种方式面
向所属普通中学的校领导、教导主
任、高三年级长、高三班主任就招生
政策规定、投档模式办法、录取程序
规则以及填报志愿的方法、技巧等进
行全面培训，并督促所属中学落实对

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的指导工作。
另外，省考试局近日将在其官方

网站开辟“填报志愿指导”专栏，并委
派工作人员赴市县开展填报志愿巡
回指导，并要求各市县充分利用资
源，做好填报志愿的培训和指导。

根据要求，在填报志愿和录取阶

段（含双休日），各市县将设立信访接
待处，安排专人值班，耐心接听来电，
热情接待来访，及时帮助考生解决和
处理报考卡丢失、密码忘记等相关问
题。省考试局已将高考录取期间各
市县招生办值班电话在其官方网站
公布。

高考考生今起网上填报志愿
录取工作自7月10日到8月20日，填报志愿指导工作将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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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 实习生唐璨）今
年，海南医学院将为乡镇卫生院订单
定向免费培养本科医学生110人，层
次为本科A批理工类，专业为临床医
学和中医学专业，学制五年。

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招生的农
村区域范围为：乡村、乡村中心区、镇
乡结合区、镇区、城乡结合区及特殊
区域等区域（即除地级市主城区、县

级市和县的城关镇居委会、农场场部
居委会和场部社区以外的所有区
域）。

其次，报考考生还须符合2017
年我省普通高考报名不受报考批次
限制条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在我
省定向培养市县的农村区域有常住
户口，且本人户口在当地连续满3年
（从2017年8月31日往前推算）。

据悉，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填报

志愿的时间与我省本科提前批填报
志愿同时进行。符合报考定向免费
本科医学生条件的考生，既可以在本
科提前批所设置的6所院校志愿中
单独填报实施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
计划的高校志愿，也可以根据本人意
愿同时在本科提前批中按志愿顺序
选择填报其它院校志愿。定向免费
本科医学生的录取工作安排在本科
提前批进行，与其它在本科提前批录

取的高校一起实行梯度志愿的投档
录取模式。

报考免费定向本科医学生录
取后、获得入学通知书之前，学生
须与培养高校和定向就业所在地
的市县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签署定向培养和就业
协议，毕业后按协议规定到定向市
县乡镇卫生院工作6年以上（含规
培3年）。

今年我省计划招收免费本科医学生110人
毕业后学生应到定向市县乡镇卫生院工作6年以上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 实习生唐璨）记
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2017年全
省公办乡村小学教师定向免费培养
师范生招生计划为200人，本科层
次，学制四年，培养院校为海南师范
大学。

报考定向免培生须符合2017年
我省高考不限制报考批次的条件，且
本人具有定向培养市县户籍的高中

应届毕业生；须参加我省当年普通高
考，其高考成绩须达到我省高考本科
A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须热爱小
学教育事业，志愿从事乡村小学教育
工作，承诺毕业后到定向市县（区）乡
村小学任教服务期不少于5年、服务
期满后在本省从事教育工作不得少
于5年。

定向免培生填报志愿的时间与
我省本科提前批填报志愿同时进

行。符合报考定向免培生条件的考
生，既可以在本科提前批所设置的6
所院校志愿中单独填报实施定向免
培生计划的高校志愿，也可以根据本
人意愿同时在本科提前批中按志愿
顺序选择填报其他院校志愿。定向
免培生的录取工作安排在本科提前
批进行，与其它在本科提前批录取的
高校一起实行梯度志愿的投档录取
模式。

省考试局将根据各市县2017年
定向免培生计划和生源范围，在填报
定向免培生志愿且高考成绩达到我
省本科A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
中，按定向培养市县（区）免培生计划
数1：3的比例划定各市县（区）定向
免培生面试入围分数线。入围考生
须于7月1日到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参
加由海南师范大学组织的定向免培
生招生面试。

今年我省计划招收200名乡村小学定向免培生
毕业后学生须到定向市县（区）乡村小学任教5年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云慧明 实习生唐璨）我省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
试于6月25日开考，全省103010名初三考生在
19个考区，75个考点，3462个考场进行考试。各
考点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

省教育厅高度重视中考考试的组织实施工
作，为加强监督指导，确保考试顺利进行，省教
育厅中招办从厅直属学校（单位）选派了60名巡
视员于6月24日至27日到全省19个考区进行
巡视。同时，省教育厅领导班子成员也在考试期
间进行分片督查，确保中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市
县也严格落实省教育厅工作部署，教育、公安、
消防等部门密切配合，全力做好中考期间的安
全、保障和服务工作。

6月27日，全省还将有104810名初二考生
参加生物、地理学科考查。

我省十余万初三考生
参加中考

本 报 海 口 6 月 26 日 讯
（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
省考试局今天公布了2017年
海南省普通高考考生成绩分
布表。根据统计，今年高考投
档成绩 700 分及以上的文史
类考生有 1158 名，理工类考
生有1918名。

据介绍，投档成绩为考生
高考成绩综合分、基础会考总
分的10%、照顾分之和。

今年我省文史类考生最
高分 930 分，900 分及以上有
3 人，800 分及以上有 97 人，
700 分及以上有 1158 人；理
工类考生最高分 939 分，900
分及以上有 5人，800 分及以
上有 163 人，700 分及以上有
1918人。

此外，文史类、理工类符合
2017年国家专项计划报名条件
的考生成绩分布表也已经在省
考试局网站上发布。

我省公布部分高考
考生成绩分布表
700分以上的文史类
考生1158名
理工类考生191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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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论

如果把孩子的成长看成一场马
拉松，那么上小学的那天，则理所当
然地被看成是真正的起跑。而事实
上，在“发令枪”响起之前，那些各自
铆劲儿、你追我赶的“抢跑”早已开
始。据报道，现在越来越多家长热
衷于在朋友圈晒孩子的“战果”：“孩
子能用英语对话了！”“20以内加减
法全会了！”更有甚者，家长带5岁孩
子学英语，竟被问“怎么这么晚？”

小学一年级“零起点”教学，是近
年来教育主管部门重视的问题。然
而，优质小学的种种招生要求，暗示着
家长、孩子要赢在起跑线上。再加上，

社会培训机构的推波助澜，更加剧了
家长对人生起跑线的恐慌，也致使被
明令禁止的学前班改头换面，以“创造
力训练”等为幌子，教授小学课程。揠
苗助长式教学，违背孩子的成长规律，
损害幼儿的身心健康。起跑线固然重
要，但倘若因“抢跑”抢没了童年，抢没
了天性，就得不偿失了。这正是：

家长心迷起跑线，
左寻右找启智班；
提前提前再提前，
儿童无奈失童年。

（图/王铎 文/邓瑜）

揠苗助长要不得

■ 张成林

连日来，海口交警部门不断加大
道路安全整治，严查各种违规陋习，其
中，在机动车行驶途中，副驾驶乘客不
系安全带的，将被处以50元罚款。而
据交警反映，副驾驶座未系安全带的
行为较为普遍，尤其是出租车，副驾驶
乘客不系安全带的行为更为突出。而
据媒体调查发现，普通市民虽然大都
知道副驾驶座也应系好安全带，但现
实中真正按规定操作的却并不多。

副驾驶系安全带，在不少人看来，只

不过是一个交通小规则而已，系与不系
似乎并无大碍。而事实上，小规则连着
大安全。从一再发生的交通悲剧来看，
安全事故一旦发生，副驾驶乘客的危险
系数往往比驾驶员还要高，也正因此，
在交通事故中，副驾驶殒命的消息屡屡
见诸报端。不过，虽有如此高的风险，
不少乘客依然不以为意，坐上车后，一
句“太麻烦”就把这一生命攸关的交规给
有意忽略了，为出行埋下安全隐患。

从更深一层看，副驾驶系安全带，
不仅关乎安全，还事关文明。以笔者
亲身经历为例，身处海口多年，笔者逐
渐养成了副驾驶系安全带的习惯，每
次到内地乘车时，也会下意识认真系
好，这一行为起初让当地人有些惊讶，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竖起的大拇指。眼
下，对这一市民眼中的小规则，海口交
警部门却较起了真，其初衷就是为了
守护好市民安全、维护好出行文明，作
为该规则的直接受益人，每一个个体
更应以身作则，守好规则。

但是，每个人不妨扪心自问：规则
当前，我们到底有几分遵从？试想，副
驾驶系安全带，这一完全为乘客自身
安全着想的规定，尚且有这么多人不
以为意，那么，诸如不乱超车不逆行、
不乱吐痰不插队等平衡个人与他人利
益的规则，又有多少人视而不见？规
则，尤其是公共规则，不是为某个人而
定，而是为了寻求群体利益的最大化，
有时甚至为此要让渡部分个人利益，

但一些人却不明白这个道理，只图自
己方便不顾他人安全。

好规则难落实到位，还与不少人
嫌麻烦、图方便的心理有关。规则既
已制定，肯定是为了规避某一方面的
问题，可一些人却将问题的发生视为
概率事件，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规则
守与不守无关大碍。甚至有些人守不
住自己的底线，把守规则看成是一件
吃亏的事，看到别人不守规则也盲目
从众。而另一些人则性格冲动，专事
破坏，把破坏规则作为自己标新立异、
逞能好胜的资本加以炫耀。凡此种
种，导致规则刚性不足、落实不力。

诸多现象不仅是对他人不负责，
更是对自己不负责。要知道，破坏规

则带来的小利益、小便利，背后很可能
隐藏着生死攸关的大隐患。比如，去
年 6 月，四川广元白龙湖一个沉船事
故竟造成十几人丧生，代价如此之大，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乘客没有
按规定穿好救生衣。这血的教训一再
提醒我们，面对公共规则，不管其多
小、多微，也要做到百分之百遵守，万
不可侥幸大意，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规则，尤其是公共规则，虽然具体
形态千差万别，但面对规则为与不为，
却与个人安全、个人素养这两方面紧
密相关。为安全计、为文明计，面对规
则，我们理当从善如流。常言道，不以
规矩，不成方圆。守好规则，让我们从
系好安全带开始。

别把守规则当成吃亏的事

新华时评

党报观点

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26
日在京沪高铁线正式双向首发。
它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研制、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并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这是中国高铁告别跟
跑者历史、驶向领跑者位置的新征
程，更意味着中国科研人，向着世
界科技强国这一目标又迈进了一
大步。

“复兴号”的投用，是中国高铁发
展史上浓重的一笔。首次实现了动
车组牵引、制动、网络控制系统的全
面自主化，标志着我国已全面掌握高
速铁路核心技术。在 254 项重要标
准中，中国标准占84%。体系完整、
结构合理、先进科学的高速动车组技
术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高速动车组
技术全面实现自主化、标准化和系列
化，极大增强了我国高铁的国际话语
权和核心竞争力。

“复兴号”首发再次证明，成功
的背后没有偶然，有的是体制机制
的保障。“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
研制项目是国家重点支持项目，被

列入国家“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
示范工程。自 2012 年开始，中国铁
路总公司集合国内企业、高校、科研
单位等优势力量，产学研用紧密结
合、协同创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举措出
台，着力破除制约创新创造的障碍，
为中国高铁实现自主创新营造了良
好的制度环境。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
家强”。近来，一大批具有世界前沿
水平的科技成果在神州大地不断涌
现：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相继发
射成功；国产大飞机 C919 首飞；中
国首颗X射线天文卫星“慧眼”发射
成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的量子
纠缠；“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蝉联世界超算冠军……这些科技成
果成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亮丽名
片，而科技创新的背后亦是综合国
力的提升。

此次中国标准动车组以“复兴
号”命名，其意不言而喻。人们期待，
未来能在更多的领域涌现出更多的

“复兴号”，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早日实现。 （周琳、贾远琨）

“复兴号”开启中国高铁新纪元

“过劳肥”背后是
劳动者权益缺失
■ 伊一芳

“每天从早忙到晚，累得够呛，本以为会变瘦，
结果体重反而一路飙升。”这是在某互联网公司工
作的白领王晶的吐槽，不过，这是许多白领职场生
活的一个缩影。日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中智外
企服务分公司发布了一组白领健康数据。在随机
调查的数千名白领中，超过六成的白领认为自己

“过劳肥”。对此健康专家表示，“过劳”确实会
“肥”，主要原因是睡眠不足、运动量少、饮食不规
律以及压力过大。（6月26日《北京晨报》）

“过劳肥”是病，必须得治，否则就会影响身
体健康。睡得少或彻夜未眠，会造成血液中的饥
饿激素增多。饥饿感严重增加时，往往会选择一
些高热量、高油脂、高糖分的食物，人自然就会肥
胖。此外，繁重的压力将影响压力激素皮质醇增
加，人也易发胖。因此，对于白领来讲，改变不良
的生活习惯，倡导积极锻炼，适当给自己减压，

“过劳肥”这个社会病似乎就“药到病除”了。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单纯从医学概念上呼

吁因繁忙工作而日益肥胖的人们暂时放下手头
工作，少熬夜、多运动，多少显得有点不接地气。
社会学家弗洛姆曾在其著作《健全的社会》一书
里谈到，社会作为整体也会像其个体一样患
病。“过劳肥”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疾病。忙碌无
休、身形虚胖的国民，绝不仅仅只是对个体倡导
多运动、改变生活习惯就可以治疗的。

说到底，“过劳肥”背后是劳动者权益的缺
失。据了解，在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早已将

“过劳肥”作为一种职业疾病进行干预。比如，在
日本，法律规定每年体检须测腰围，一旦超出范围
必须自行减肥，如果员工减肥不力，企业还可能因
此受到处罚。一个旨在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

“活得更有尊严”的社会，劳动权益要由表及里，不
仅要关注工资、津贴、保险等外在报酬，也要关注
劳动者身心健康、情绪、尊严等内在诉求。所以，
消除“过劳肥”固然需要个体从规律饮食、充足睡
眠和适量运动上下功夫，也需要对侵害劳动者权
益的企业严查严惩，切实保障好劳动者权益。

师德有问题
就该“一票否决”

日前，人社部、教育部联合印发
《关于做好2017年度中小学教师职称
评审工作的通知》提出，中小学教师
职称评审将不以论文作为限制性条
件，师德有问题者将被“一票否决”。
在当前师德失范现象频发的背景下，
此次评审改革呼应了社会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的民意诉求，值得点赞。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师德历来
都是教师评价的首要指标。然而，很
多评审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变了味
儿。难以量化的标准，如关心学生、
爱岗敬业、讲究师德等往往被选择性
忽略，而论文科研成果等可量化的指
标，却因其简易性、可操作性和形式
公平性成为评审的重要依据。

教师这一职业具有较强的外部
性，师德高尚的教师能够激励青少年
崇德向善，师德败坏的教师则有可能
耽误很多原本能够成才的学生，所以，
教师必须从自身做起，修身养德，致知
力行。以此观之，完善中小学教师职
称评审政策正当其时。 （岳钟）

（摘编于6月26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