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新闻 2018年10月14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毕军 美编：杨薇A05 综合

新华调查

江苏取消“见A加分”

回归合格性考试属性
10月9日晚间，江苏省教育厅发布通知，2019年起对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方案做部分调整，必

修科目的成绩呈现方式由原来ABCD四个等级调整为合格、不合格两种，同时取消“见A加分”政策。
作为江苏高考“08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小高考”之称的学业水平必修科目测试十年来历

经多次调整，最终回归合格性考试属性。

在江苏高考“08方案”中，学业
水平测试方面的照顾政策为：对于首
次参加必修科目测试，且技术科目测
试合格（含补考合格）的应届考生，每
1门必修科目成绩达到A级，在划线
前加1分计入统考成绩；若有4门必
修科目成绩达到A级，则在划线前
加4分的基础上再奖励1分，即加5
分计入统考成绩。

上述规定被总结为“见A加分”

和“4A加5分”，由于“小四门”的成
绩能够影响高考投档分，每年3、4月
份举行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必修科
目测试被坊间冠以“小高考”之称，教
学双方包括学生家长严阵以待。

毕业于江苏省淮阴中学的沈乔
还清楚地记得自己高二备战“小高
考”的情景，“考前一个月，语、数、英
还有两门选修主科基本都为‘小科’
让路，同学们忙着刷题做卷子，‘小四

门’的老师则在各个班级之间风风火
火地赶场。”

加分政策取消后，2020年起参
加高考的江苏学生，将不再享受“见
A加分”政策；对于2018年已参加

“小高考”的学生，即2019年高考的
学生，获得的加分仍然有效。

加分机制有利于督促文理分科
后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有退休后
的高中校长担心，取消加分政策后，

学校、老师和学生可能会“松劲”，出
现“主科”挤占“小科”的情况，教育部
门需要加强督导，保障“小科”课程开
齐开全。

记者向多所高中了解到，本学期
高二年级的课程表已经确定，暂无调
整计划。一名高一历史老师说，目前
理科班一周2节课，基本能在高二上
学期结束前教完3本历史必修教科
书的内容。

2020年起不再“见A加分”，2019年考生加分仍然有效1

必 修 科 目 成 绩 呈 现 方 式 由
“ABCD”四个等级调整为“合格、不
合格”两种。多名高中一线教学工作
者受访时认为，此举突出学业水平必
修科目测试的合格性考试属性，学生
不必再为“小科”付出太多精力，有利
于减轻负担。

根据《江苏省2018年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工作意见》，学业水平必

修科目测试各科满分为100分，A
为 100 分—90 分，B 为 89 分—75
分，C为74分—60分，59分及其以
下为D。

记者向一些大学的招生部门了
解到，除个别特殊招生形式，通常江
苏考生填报志愿的门槛都包括“4C1
合格”，即4门必修科目成绩在C以
上，同时技术科目合格。“现在就看合

不合格，本质上和以前的要求一样。”
一名高校招生部门负责人说。

“取消等级可以明显为一部分学
生减负。”一名高中老师解释说，由于
B级区间跨度比A级更大，B级水平
考生要想突破自身所处等级相对吃
力，“现在只有合格不合格之分，学生
不必为了‘冲4A’耗费太多时间精
力，只需要保证过关就行了。”

有观点认为，“小高考”加分机制
干扰了高中正常教学秩序，即所谓

“高一忙9门，高二忙4门，高三忙5
门”的现象，取消加分有助于高中学
习向去功利化的方向发展。

“学生和家长可以腾出更多精力
为未来专业取向和职业规划考虑，为
高中和大学的衔接早做打算。”苏州
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靳葛说。

学生不必“冲４Ａ”，负担有所减轻2

从2008年以来，江苏高考“08
方案”的学业水平必修科目测试加分
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从最早的“6A
加10分”“5A如无A”，到后来的“见
A加分”“4A加5分”，再到现在的取
消加分，江苏常州一位老师认为，十
年来这一机制不断改革完善，显示出
力求公平的改革导向。

从全国范围来看，减少高考加
分项也是大势所趋。今年3月，教
育部发布通知，全面取消体育特长
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
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
德有突出事迹等五项全国性高考加
分项目。

江苏一高校招生部门负责人
介绍，早在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发

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中，就明确提出改
革招生录取机制，减少和规范考
试加分。

“相关调整工作自2015年落实
以来，经过三年的平稳过渡，目前在
招生录取时能享受到此类加分政策
的考生已经很少，适时取消加分项
目，对高考之后的录取环节而言更加
公平。”该负责人表示。

对于社会各界关心的江苏省新
高考方案，据记者了解，目前地方教
育职能部门正在积极研制和推进这
项工作，待方案公布后将第一时间组
织专家解读。

（新华社南京10月12日电 记
者陈席元 郑生竹 眭黎曦）

取消高考加分大势所趋，改革让录取环节更加公平3

22人被退学40人被留级

湖南一职业学院
“严进严出”

据新华社长沙10月13日电（记
者谢樱）记者13日从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获悉，在公示期满、学
生申诉期结束后，根据有关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院党委研
究决定，对 2017-2018 学年学生中
经补考后学业成绩未达到要求的22
名学生予以退学、40名学生给予留
级的处分。

学院公示退学及留级名单期
间，不少学生家长试图通过各种渠
道打招呼、找关系，而学校顶住了各
方压力，态度明确：必须按规定严肃
处理少数不努力学习、教育无效的
学生。

长期以来，很多职业院校招生不
足，而“严进宽出”又让一些已经入学
的学生学业不精，甚至把“考试不及格
没关系，毕业时学校会让你们过”当成

“宝贵经验”，导致部分职业学院陷入
教学质量难以提高，招生更加困难的
恶性循环。

“退学、留级只是手段，我们本着
‘治病救人’的目的，对厌学、不学、逃
学的学生进行积极干预和教育。但对
教育无效的学生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以此在每一个学生心中树立‘不学习
就会退学、留级’的危机意识。”学院党
委书记苏立说。

此次学院党委态度之坚决，一次
性退学、留级人数之多，在全校学生中
引起了较大反响。“之前总是听说‘玩
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但这次让我
体会到了大学的学习也是有压力的。
大学‘严进严出’已成趋势，大学生们
一定要引以为戒，不要耽误自己的前
程。”这个学院2018级临床医学专业
一位姓杨的同学说。

我国学者发现“智能施药”
克服肝脏移植排斥新方法

新华社合肥10月13日电（记者徐海涛）排
斥反应是人体器官移植面临的最大问题。近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梁高林教授课题组与南京医科
大学学者合作研究，发现了一种“智能施药”克服
肝脏移植排斥的新方法，在大鼠实验中成效明显，
有望推广到临床。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先进材料》
日前发表了该成果。

目前，医学临床上克服移植排斥的方法是，在
病人做完手术后直接服用免疫抑制剂，比如他克
莫司，用来抑制器官移植引起的T细胞活化。但
直接服用大剂量的免疫抑制剂，可能给病人带来
严重的毒副作用。

近期，梁高林教授课题组设计了两种水凝胶
来包裹他克莫司。他们与南京医科大学肝脏移植
专家王学浩院士团队以及王富强博士团队合作，
把包裹着药物的水凝胶涂于肝脏移植伤口表面。
这样当移植排斥发生时，水凝胶会“智能”地免疫
响应释放他克莫司，抑制活化的T细胞。

他们实施的大鼠肝脏移植实验表明，采用临
床策略口服他克莫司的大鼠平均存活13天，而采
用水凝胶“智能”免疫响应释放他克莫司的大鼠平
均存活22天。

中国科学家在钙钛矿
发光二极管领域取得新突破

据新华社南京10月13日电（记者眭黎曦）记者
13日从南京工业大学获悉，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和
该校王建浦教授团队将钙钛矿发光二极管（LED）
外量子效率提高到20.7%，较国际同行提升近一半，
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刊物《自然》正刊发表。

据研究主要完成人、南京工业大学先进材料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建浦介绍，目前平面结构的
LED，尤其是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的发光效率
还比较低。为提高出光率，科学界一般采用光提取
技术，但这种方法成本高、制备工艺复杂，往往还会
改变LED的发光光谱和出光方向，影响发光效率。

王建浦表示，用这种方法制备出的新型钙钛矿
LED在多个关键指标上优于相近发光波段的
OLED。由于钙钛矿LED兼具无机LED和有机发
光二极管OLED的优势，其能耗低、亮度高，容易制
成超大面积的器件，在电视、智能手机、大尺寸户外显
示屏、汽车与住宅照明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成都10月13日电（记者吴文诩）
罗南辉，1908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西郊一个农
民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罗南辉赴四川万县任中共川东特委
军委书记。1932年罗南辉任中共南充中心县委
军委书记，同年11月参与发动和领导南部县升
（钟寺）保（城）农民起义。后奉派到川军第29军
做兵运工作，1933年率该军1个连起义，参加红
四方面军。同年10月任新成立的红33军副军
长，率部参加了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

1935年，罗南辉参加长征，曾率部担负筹粮
任务。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地区，他严格执行党的
民族政策，积极开展群众工作，走村串户，收集、购
买粮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部队的需要。同年11
月，红33军与红5军团合编为红5军，他任副军
长。1936年，为掩护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
师，罗南辉奉命率红5军担任后卫，他躺在担架上
指挥作战，在甘肃会宁华家岭一带阻击敌人。10
月23日在会宁县中川乡大墩梁遭敌机轰炸，罗南
辉壮烈牺牲，年仅28岁。

喋血长征的青年将军
——罗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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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交界金沙江发生山体滑
坡形成堰塞湖后，西部战区联合作
战指挥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搜
集掌握灾情，组织战区工兵、陆航等
部队迅疾展开抢险救援行动。

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迅速组
织军以上领导和战区空军领导召
开专题研究会，分析研判灾情态
势，研究部署救灾任务行动。司
令员赵宗岐、政委吴社洲指示西
部战区空军、战区陆军、西藏军区
和四川省军区有关部队做好准

备、全力救援。
接到命令后，西藏军区在昌都

江达县同普乡成立抢险救灾指挥
所，西藏军区领导带前方指挥组
迅速抵达四川省白玉县，配合地
方政府组织指挥部队展开救援行
动。目前，154名现役官兵和 932
名民兵正在现地疏散群众、帐篷
搭建、勘察灾情。某工程防化旅
派出工程作业分队 53人，携带爆
破等专业救援设备向灾区驰援。
某陆航旅出动 6架直升机迅速转

场至灾区附近地域，随时做好人
员、物资运送准备。西部战区空
军某团派出无人机赴灾区实施空
中勘察，跟踪掌握灾情变化情
况。四川甘孜军分区932名民兵，
在救灾一线积极协助配合地方政
府开展救援工作。陆军第 955 医
院抽组救护车、野战手术车、X线
诊断车等专业医疗设备70余台和
必要防灾防疫救援药品，做好赴
灾区执行任务准备。

（综合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金沙江堰塞体下游河段或现历史最高水位

转移避险有序开展 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应急管理部向四川、西藏紧急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3日8时，金沙江堰塞体下游叶巴滩水文站（堰塞体下游约60公里）流量涨至7800立
方米每秒，洪水将快速向下游传播演进，沿程水位涨幅较大，会对下游沿线产生很大影响。

经长江防总测算，13日至14日金沙江堰塞体下游至石鼓河段将相继出现洪峰，部分江
段可能出现历史最高水位。为此，长江防总紧急下发通知，部署下游洪水区相关避险工作。

记者13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
到，金沙江堰塞湖坝体已经冲开下
泄，堰塞湖水位大幅降低，对下游
风险减轻，但原滑坡山体上已出现
了50厘米宽、300米长的裂缝，再
次发生滑坡的风险加大，并有可能
再次阻断江面。

应急管理部要求，裂缝周边村

庄群众和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全部
撤离到安全地带，一定要绷紧安全
弦，加大沿江边坡监测、集中安置
点监测，制定新的应对预案。相关
地方、部门、救援力量要绷紧安全
弦，切实落实撤离、转移、监测等各
项措施，加强巡查督查，确保人民
群众和救援人员生命安全。

13日，长江防总向西藏、
四川、云南下发《长江防总关于

进一步做好金沙江白格堰塞湖
应急处置工作的紧急通知》，
要求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再次对下游受影响区域人
员进行拉网式排查，做好
人员转移避险工作，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进一步加强下
游在建和已建水
利工程安全管理，

强化安全保障措

施；继续密切关注水雨情监测预报，
加强地区之间联系沟通和信息共
享，共同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全力减
轻灾害损失。

记者13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
到，应急管理部当日从中央救灾物
资成都储备库、拉萨储备库向四川、
西藏两省区交界处山体滑坡和金沙
江堰塞湖灾区紧急组织调拨中央救
灾物资。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这批救灾物资包括 7000 顶帐
篷、3万件棉大衣、5万床棉被、5000

张折叠床等，用于支持两省区做好
受灾群众安置和过渡期生活保障，
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和灾区社会
稳定。

据了解，国家减灾委、应急
管理部此前针对四川、西藏两省
区交界处山体滑坡和金沙江堰
塞湖灾情已启动国家Ⅳ级救灾
应急响应。目前，由应急管理部
有关人员带队的联合工作组正
在四川白玉县全力指导和协助
灾区做好除险救援等抗灾救灾
各项工作。

新华社发

川藏交界原滑坡山体出现裂缝
再次滑坡的风险加大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
已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

西部战区指挥部队
投入抢险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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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在杭州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逸夫医院，一名药剂师在“智慧药房”的全自动药
物智能储存调配系统旁整理药品。

近年来，浙江以“互联网+医疗健康”为手段，
实施了“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十大举措。
这十大举措，主要体现在让“就医更便捷”和“诊疗
更智慧”两方面。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浙江：

“互联网+”
让就医更便捷 诊疗更智慧

⬆ 在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仓库满载
救灾物资的车辆准备奔赴灾区。

➡ 西藏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第一小学的
学生在同普乡中心小学临时宿舍内整理床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