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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高春燕）6月24日高考
分数公布后，不少考生和家长产生疑
惑：海南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为什么实
行标准分数制度？应该如何理解标准
分数制度？今天，省考试局新闻发言
人对相关问题作出解答。

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普通高
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最主要的目的是
为高校选拔优秀新生，这就要求考试分
数能够准确清晰地反映考生之间的水
平差异，并作为录取考生的依据。高考
标准分数制度，可以说是确定考生分数
位置的“定位仪”。

采用同一“量具”
科学衡量各科成绩

高考标准分数制度由常模量表分
数（包括全国常模和省常模）、等值量
表分数组成。具体来说，常模量表分
数反映一次考试考生成绩在考生总体
中的位置，分数值与这一位置有关。
由于高考是全国统一考试，分省进行
录取，所以标准分数转换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把全国考生作为一个总体进行
分数转换，另一种是把每个省的考生
作为一个总体进行分数转换。这样建
立的常模量表分数能够准确地刻画考
生成绩在总体中的位置，使不同学科
的成绩能够进行比较。

“我们知道，原始分数往往受试题
的难度和区分度的大小的影响。题目
难了原始分就偏低，题目容易了原始分
就偏高。”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举例：一
考生高考的政治和数学都是65分，如
果该考生是1985年高考理工类考生，
那么，该考生的政治科得65分比全国
的平均分低3.1分，而数学也是65分，
此成绩却比全国的平均分高出5分。
由于各学科每次考试难度不同，导致分
数分布不同，原始分数的“1分”不等值，
则出现反映同一水平的分数在两个考
试中可能不同。换句话说，两次考试的
相同分数可能反映不同的考试水平。
由于原始分数的不稳定性直接导致原
始分数不具有可比性，因此使用原始分
数难以对考生水平进行科学的比较。

此外，在高考录取中人们习惯于
利用考生各科成绩相加得到的总分来

评定考生水平进行录取。这种把原始
分直接相加来合成总分的方法，就好
像100元人民币加上100港元再加上
100美元得到的300元一样，是不能
准确反映其价值高低的。“原始分的合
成不能反映各科分数的分值高低，因
此，原始分不具备可加性。”省考试局
新闻发言人说，要进行各科考试分数
的合成和比较，就必须把原始分转化
为同一“量具”中的值——标准分，使
各科标准差之间以及平均数之间恒定
且各科分值相同，这样才能使各科成
绩的总分趋于科学、合理。

综上可知，建立和使用标准分数
制度，有利于提高考试质量，有利于准
确地选拔人才，有利于充分发挥考试
的作用。

使用常模量表分数
可估计和预测录取情况

一般情况下，考生得知自己的各
科分数和总分后，都会用各类学校录
取分数线来衡量自己的成绩是上何类
分数线，进而估计自己大概能上哪一

类学校。但在估计中，由于不能知道
自己在全体考生中的位置，所以往往
盲目性很大。而使用常模量表分数以
后，考生很容易得知自己的总成绩和
各科成绩所处的位置，然后根据各类
学校录取分数线在常模量表分数的位
置，进而可以比较准确地估计和预测
自己能上哪一类学校，把握性有多大。

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建议，考生
在接到自己的高考成绩通知单后，首
先要明确自己的综合分及各科分在全
省同类考生中所处的位置，比较各个
学科在全省的排名，分析自己的竞争
力。然后根据自己填报的志愿、综合
分和相关学科成绩的名次以及院校招
生数，估计自己能被何类院校录取。

例如，某理工类考生综合分为695
分，对应的百分等级为97.4，当年理工
类考生总数为110285人，在该生分数
以上大约有2822人，而当年理工类本
科录取分数线为633分，对应的百分等
级为90.8，则上线人数约为10120人，
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为658分，对应的
百分等级为 94.3，则上线人数约为
6288人，除掉多投档的人数实际能录

5240人（即6288÷1.2=5240）。
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认为，从以

上情况分析，该生估计可能被重点大
学录取，“但是，我们也应知道录取新
生既要看综合分的高低，还要考查相
关学科的成绩，另外重要的一点要看
考生所报志愿学校的生源情况，考生
在所报学校考生中的位置以及思想
表现、身体状况、高中毕业会考成绩
等情况。录取是综合考生各方面情
况的工作，但不管如何综合考查，高
考分数是一项重要指标，使用常模量
表分数则会帮助考生估计和预测自
己的录取情况。”

她还提到，由于标准分数的最高分
是900分，人们就说540分是及格分，这
种说法是不对的。人们误把540分看
作及格线，是受原始分满分100分时，
60分是及格线的影响。但是，因为标准
分是一把尺子，是刻画考生在团体中的
位置分数，所以没有“及格线”之说。

为了帮助考生运用高考标准分数
制度合理填报志愿，省考试局已将《高
考标准分与百分等级对照表》发布于
官网，考生可登录网站查看及使用。

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解读高考标准分数制度：

确定考生分数位置的“定位仪”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叶
媛媛）高考成绩刚刚出炉，如何填报志
愿是家长、考生此时最关心的问题。
记者今天上午从海口12345热线了解
到，该热线平台将联动海口市教育局，

邀请海南侨中、海口一中等名校老师
从6月26日至6月29日（8：00--12：
00、14：30--18：00），每天安排6位
名师做客热线解答有关高考填报志愿
问题。

据悉，去年高考填报志愿期间，
海口12345热线就曾每天安排4位
老师来到热线前台解答高考填报志
愿问题，考虑到今年考生和家长咨询
量比较大，热线平台特意向教育部门

申请，每天增加到6名教师来到热线
前台轮值。

“为了保证解答高考填报志愿相
关问题的质量和专业性，邀请的都是
有丰富教学经验和资质的老师。希

望通过老师的专业建议，尽量避免考
生出现高分低报的情况，让所有的考
生都能填报到最适合自己的院校和
专业。”海口市12345热线处处长高
飞说道。

时间：6月26日至6月29日（8：00—12：00、14：30—18：00）

教你填报高考志愿 今起名师做客海口12345热线

6月29日
海口一中马英，海口实验中学陈文
君、许敏，琼山中学陈垂胜、郑名
炯、马运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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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
海南华侨中学汤成慧、吴广兵，海口
市第一中学廖高翔、吴长军，海口第
四中学陈岳，海口实验中学王雪君

6月27日
海南侨中杨斌、柯爱群，海口一中
王玉辉、谷云峰，海口四中王仪，琼
山中学周利文

6月28日
海南侨中周晓瑶、陈培，海口一中
卢国仁，海口四中余晓聪，琼山中
学杨飞、陈珠

制图/张昕

省教育厅给全省中小学生
布置暑假游泳作业

家长自带学生参加游泳培训
或可获适当奖补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记者陈蔚林 特约
记者韩小雨 通讯员叶润田）暑假即将到来，为
鼓励各中小学校更好地利用课余时间巩固和加
强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工作，营造中小学生学游
泳的浓厚氛围，省教育厅今天印发通知，决定在
2018年暑期开展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暑假
作业”活动。

活动面向全省普通中小学校的在校生开展。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要充分利用学校游泳场
地或校外社会资源开展游泳技能培训，也可以通
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组织开展“暑假作业”活动，鼓
励家长自带学生利用各种资源开展游泳培训。

各地各校在开展“暑假作业”的同时，要及时
对学生游泳技能进行达标测试，给予通过测试的
学生颁发合格证，并按要求汇总报送达标测试考
核情况。

省教育厅明确，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对本次活动的资金支持，从
游泳教育经费中合理安排活动经费，并对家长自
带学生参加的游泳培训给予适当奖补，奖补标准
由各市县确定。同时，积极引导其他基金会、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游泳俱乐部对活动进行捐赠和
赞助，统筹做好经费保障，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关注高招

海口首批线上购票
“定制公交”今日开通
市民可网上预购三天内车票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张
磊）6月26日，海口市首批三条线上购票“定制公
交”将在桂林洋大学城正式发班，市民可在美团
App上提前预约购买三天内的车票，这是海口公
交集团继电子支付、实时公交、电子站牌之后又一

“互联网+”的新型公交便民服务。
据悉，乘客可通过美团App选择“我的”界面

里的“公交”，即可享受“一站直达”的“定制公交”
服务。

首批开通的线上购票“定制公交”有三条，分
别是“桂林洋大学城-美兰机场”“桂林洋大学城-
省汽车客运总站”“桂林洋大学城-海口火车站”，
票价分别为10元、15元、20元。始发站均在桂林
洋大学城45/51路公交调度点，次发站在海经院
东门，中途不停车，点对点直达。发车时间为每天
7时、9时、11时、13时、15时、17时、19时，市民可
在美团App上提前预约购买三天内的车票，售票
截止日期为发车前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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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准”问责助力精准扶贫

@新京报评论：索酬不成怒摔手
机：拾金索酬不等于漫天要价。这两
天，一位宁波大妈的视频火了。她捡到
一名年轻女子丢失的手机后，索要2000
元酬劳，但失主只拿出了500元现金，并
送上一筐杨梅表达谢意。于是，大妈不
仅拒绝归还手机，还在失主报警后怒而
把手机摔碎。大妈这种行为，不仅是对
拾金不昧传统道德的恶意亵渎，也是对
现行法律制度的直接触碰。与其在道
德要求上高谈“拾金不昧”的缥缈，不如
建立道德要求实现的公平机制。

@中国青年报：农村小规模学校
如何抱团取暖？近年来，由于农村打
工潮的持续发展，很多青年农民把孩
子带到打工地读书。加上农村城镇化
的快速推进，农村学校学生迅速减
少。形成许多小规模学校。由于规模
小，教师数量少，很多教研活动几乎无
法开展，甚至连简单的听评课也搞不
起来，教师工作积极性不高。音体美
英语书法等课程开设不齐全。师生活
动无法组织，教学质量下滑，农村小规
模学校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既然地
处偏远，难以和市区优质校形成联动，
那么农村学校联合起来互帮互助就成
为可行路径之一。 （张 辑）

■ 张成林

为进一步压实脱贫攻坚政治责
任，日前，省纪委通报曝光了 9 起乡
镇党委书记因脱贫攻坚履职不力被
问责典型案例。此次通报曝光的对
象，包括副县长、市政协副主席、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等，问责内容多是履
职不力、工作不实不细等现象。以
往，在扶贫工作中，纪委问责对象多
是吃拿卡要、徇私舞弊、优亲厚友等
情形严重、违纪违法者，而此次问责
则紧盯主体责任，聚焦工作不力现

象，足见问责之细，也再次警醒，履职
不力同样要被问责。

脱贫攻坚，干部是关键。就干部
而言，“为政不廉是腐败，占着位子不
作为、拿着俸禄不干事，贻误党和人
民事业，同样是腐败，是不能容忍
的。”同样，在脱贫攻坚中，徇私舞弊、
以权谋私是腐败，履职不力、工作不
实同样是腐败，同样会受到问责惩
处。事实上，省委书记刘赐贵早已明
确强调，对工作不力的要及时批评教
育，不能胜任的及时调整并不予重
用。再结合此次通报曝光案例来看，
聚焦扶贫不作为，将成为接下来干部
问责的重点。

问责的精准化，意味着扶贫的高

要求。相应地，扶贫干部势必要提高
自身的工作境界，万不可停留于为官
不干事、只要不出事的低级阶段。在
当前扶贫形势下，倘若扶贫干部依然
认为自己不犯错、不逾矩，就可以高枕
无忧，躺在位子上睡大觉，那就大错特
错了，最终等待他的必定是严厉问
责。脱贫攻坚是检验干部作风、能力
的“炼丹炉”，在建功立业大好时机前，
扶贫干部不仅要廉洁守身不出事，更
要全力以赴办好事，如此才能获得各
方称道。

问责扶贫不力，首先要盯好基
层市县、乡镇党政“一把手”。他们
身处扶贫前线，扶贫政策能否及时
上传下达，扶贫举措能否有效落实，

关键在“一把手”能否发挥好桥梁作
用。试想，倘若连“一把手”都能躲
则躲、监管不严，那么，又怎么能上
行下效，保证基层干部不打折扣全
力扶贫？“一把手”之外，也要盯好身
处一线的各扶贫干部，通过各种途
径，有效引导其认识到脱贫攻坚不
仅要过廉洁关，还要过能力关，进而
激励干部们全力脱贫。

从扶贫工作的角度来看，攻克深
度贫困，防止脱贫返贫，是我们当前面
临的主要难题。闯险滩、涉深水，任务
艰巨，不仅需要端正态度，更要有过硬
本领。在这一背景之下，扶贫干部埋
头苦干、刻苦攻坚尚恐有失，更不要说
履职不力、工作不实了。逆水行舟，不

进则退。将脱贫攻坚进行到底，需要
的是担当者、能力者。扶贫干部只有
立足实际，开拓思路，及时找对路子，
下足功夫，才能打开新局面，不负党和
人民的重托。

重担在肩思己任，不负民盼当自
奋。打赢脱贫攻坚战，既是当前的重大
政治任务，也是我省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的基础工作。常言道，动
员千遍，不如问责一遍。我们要善用问
责利剑，通过精细化、精准化的严肃问
责、追责，杜绝各类“庸懒散”等履职不力
现象，倒逼广大扶贫干部真抓实干、埋头
苦干，全身心投入到扶贫工作中去，推
动脱贫攻坚不断取得新胜利。

城市景观岂能
建了又拆拆了又建
■ 朱昌俊

“刚刚修好没使用多久的景观带和马路，现在
又要扒了重新弄，到底有没有必要？”据南方都市
报报道，日前，深圳市南山区后海滨路及中心路景
观提升工程开始施工，透水地砖不但要透水沥青
路面代替，绿化带的灌木也要被换成草坪。不少
市民包括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对该工程
的必要性提出质疑。

在当地市民和人大代表看来，该景观带河水
清澈，绿树成荫，环境优美，并没有明显需要动工
的地方。但根据城管部门的整改方案，人行道路
不平整，会挖掉重建，换成花岗石；为了达到更通
透还计划将路边的灌木换成草皮……如此几近于

“重建”的做法，显然大大超出了市民预期，其合理
性面临质疑，可谓必然。

按照城管局方面的说法，这么做是为了更方
便市民，可无论从成本还是从相关程序看，这种

“大破大建”的整改，都未免显得过于浪费，其内在
逻辑也经不起推敲。首先，人行道路不平整，是否
就必须挖掉重建，统一更换？其次，如果这些问题
确实有整改必要，那么一个刚刚建成不久的景观
带，就被发现有如此多的问题，是不是证明此前的
建设方案有失严谨？若真如此，一建一改的成本，
到底该由谁承担？

诸多疑问再次反映出，城市的建设无小事，若
不能从程序源头为城市改造把好关，就很可能埋
下诸多隐患。事实上，当前不少城市的改造，往往
同时存在着两种看似相悖的情况：一种是刚修好
的又被推倒重建，一种则是民众长期反馈、真正需
要整改的却又得不到及时改造。这种矛盾现象共
存，说到底，还是因为城市改造缺乏科学的规划和
过程的监督，随意性甚至是任性的程度依然较高。

而城市改造热衷于“大拆大建”模式，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城市管理缺乏精耕细作精神。当
然，精耕细作精神的缺乏，除了因为在观念上对于

“新”的过度迷恋，也与城市改造过程中的利益“私
心”与投机行为未能得到彻底遏制有关。正如网
友所调侃的，“工程一响，黄金万两”。若城市改
造，更多被私利所左右，其当然就会远离科学与理
性，而变成利益的狂欢。

这起合理性存疑的整改事件因为当地人大、
政协代表的介入，将暂停施工。这充分说明，监督
和程序上的完善，对确保城市改造的合理性有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对此，相关部门应当有更多的审视
与回应。城市管理和改造的精细化，必定是由市民
参与的结果，这一点应该有更具体的制度保障。

■ 白靖利

6月26日，又一个国际禁毒日。
今年我国的宣传主题是“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当我们享受健康人
生，体会绿色无毒时，别忘了禁毒一
线的广大缉毒干警，正是他们的“负
重前行”，为我们营造了岁月静好的
社会环境。

毒品是一大社会公害，不仅毒害
吸食者的身心健康，破坏家庭幸福，还
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安全危害。被鸦
片战争揭开近代史篇章的中华民族，
对毒品之害更有切肤之痛。禁毒工作
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
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
松懈。

在禁毒工作中，一线的战士和民
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常年
远离家人，选择与“魔鬼”打交道。这
是一份艰辛与荣光相伴的职业，更是
一份“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工作，面
临的危险与挑战无法想象。

当我们安享家庭温馨时，他们可

能正准备出发，前往缉毒一线；当我们
花前月下时，他们可能正潜伏乔装，与
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时代需要英
雄，这个群体涌现了很多事迹感人的
英雄，更有无数无名战士。他们秉持

“自己多缴一克毒，群众少受一分害”
的信念，忍受辛苦，甘冒危险，常年奋
战在“生死一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禁毒委和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坚决贯彻中央决
策部署，主动作为、攻坚克难，推动禁
毒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其中每
一分成果都凝结着广大缉毒干警的汗
水、鲜血甚至生命。我们感佩于他们
的无私奉献、无畏牺牲，最好的回馈就
是笃行“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做

“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的支持
者、参与者。

致敬“无毒人生”的守护者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当前 ，运动类应用已成潮
流，然而，微信运动的榜首，不靠
运动，只靠刷步器就能轻而易举
获得。“鼓励用户积攒运动步数
——进而获取相应的奖励——
最终来带动商品人气”，这种营
销手段被不少商家青睐，而这种
方式同时也催生了手机刷步器
的热卖。

手机刷步器，摇一小时能增加
六七千步，甚至超万步，轻轻松松就
能抢占朋友圈封面，还能参与商家

发起的步数兑换活动，此举看似糊
弄了商家，实则背离了运动本义。
使用刷步器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
耽于“刷步”而忽视了真心的“走步”
锻炼，就颇有“丢了西瓜捡芝麻”的
意味。这正是：

刷步神器大热卖，
轻松摇步颇无赖；
走步锻炼为自己，
舍本逐末不应该。

（图/美堂 文/邓瑜）

“刷步神器”骗了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