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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志愿网上填报 动态排名精确定位 信息对称公开透明

内蒙古高招录取全程“阳光”
本报讯（记者 郝文婷 通

讯员 姜玉鹏 李海容） 每到高
校招生录取环节， 都是各地招生
部门最“火热” 的时节， 但承担
着全区近19万名考生录取任务
的内蒙古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今年
却一直“门前冷落”， 无人员聚
集， 无武警值守， 这一变化正源
于内蒙古推行的动态排名精确定
位高招录取模式改革。

高考填报志愿直接牵涉到
千家万户， 是考生和家庭的大
事， 因此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门
高深的“学问”， 甚至是一次

“赌博”。 因为对考生和家长来
说， 在填报志愿时， 最为关键
的信息就是自己与相同志愿其
他考生分数的排名情况。 从

2008年开始， 内蒙古实施“动
态排名精确定位录取模式改
革”， 信息全程公开透明， 考生
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 任何时
候都可以查询到本人在所报院
校及第一专业的分数排名及平
行分人数。 同时， 考试中心每
隔一小时发布一次当前报名情
况的统计信息， 考生根据这些
信息可以随时修改志愿， 直到
基本确定自己可以被录取为止。
此外， 为了避免网络拥堵和高
分考生变动志愿影响低分考生，
内蒙古在网报志愿期间实施分
时分段控制， 相对高分段先结
束， 相对低分段后结束。

兴安盟科右前旗考生秦少
东， 今年高考考了632分的好成

绩。 回想起7月12日自己高考填
报志愿的过程， 他依然记忆犹
新。 上午9点， 他登录“网上填
报志愿系统”， 首先填报了同济
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但他并没有
离开， “因为要随时查看我的专
业排名和其他几所中意学校的报

考情况”。 秦少东点击了“专业
实考分排名” 和“专业投档分排
名” 后， 不断刷新自己的专业排
名。 “直到上午11点， 我依然
排名在前三名， 当时觉得心里很
轻松。 但下午1点30分， 我再次
刷新自己的专业排名时， 发现我

的排名已经跌至第七名， 立马紧
张了。” 秦少东告诉记者， “同
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今年在内蒙
古招6名学生， 为了保证能学到
自己喜欢的专业， 我赶紧修改志
愿。”

（下转第八版）

亮点教育改革

新闻拓展

内蒙古自治区高校工委书记、教育厅厅长侯元：

以信息公开保证高招录取公正公平
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牵涉到千

家万户， 是考生和家庭的大事。
以往信息公开不够， 考生填报志
愿和招生录取工作不透明时， 考
生和家长靠估计、 推测和经验填
报志愿， 往往出现“高分低就”
或“低分高就” 现象， 给考生本
人和家庭都带来很大困扰， 也影
响着考生、 家长乃至社会各界对

招生考试公平的信任程度。
内蒙古实施的“动态排名精

确定位” 高招录取模式， 通过为
考生提供动态排名等信息， 充分
保障了考生的知情权、 自主权和
监督权， 实现了让考生清清楚楚
报志愿、 踏踏实实等录取、 明明
白白上大学。 同时， 自治区招生
录取信息全部、 全程在网上公

开， 让所有工作在“阳光” 下进
行， 以公开保证了公正和公平。
从某种程度上讲， 我区深入实施
高考录取模式改革， 就是一种
“自我革命”， 主动把手中的权力
资源交给百姓， 全程阳光的透明
体制使任何机构和个人均没有了
权力寻租的空间， 从而保证了干
部队伍的清正廉洁。

认真交流扎实推进打牢学习
教育和查摆问题两个基础
教育部召开直属机关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交流会

本报北京8月26日讯 （记者 柴葳） 今天， 教育部召开直属机
关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交流会， 交流学习教育、 听取意
见环节工作进展情况， 对做好向查摆问题、 开展批评环节过渡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 教育部党组书记、 部长、 部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组长袁贵仁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 要把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作为教育部改进作风、 转变职能的重要机遇， 作为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的强大动力， 继续深化学习教育、 听取意见， 认真抓好
查摆问题、 开展批评的准备， 打牢学习教育和查摆问题两个基础，
推动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有效开展。

袁贵仁指出， 教育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直
属机关各单位普遍高度重视，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部党组要
求， 结合各自实际， 切实加强领导， 精心组织实施， 教育实践活动
开局良好、 进展顺利、 不断深入。 特别是第一环节各项工作部署及
时、 领导带头、 重点突出、 聚焦“四风”、 务求实效、 督导到位，
为整个教育实践活动奠定了重要基础。

袁贵仁强调，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各司局、直属单位工作进展
不平衡，要全面开展一次“回头看”，有针对性地克服有的单位存在的
思想认识不到位、领导重视不够、“四风”问题找得不准、业务工作和
教育实践活动“两张皮”现象等问题，把学习教育、听取意见工作做扎
实，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健康深入开展。 （下转第二版）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 正面宣
传为主， 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
的重要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这一重要
论述， 阐明了新时期新形势下做好
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方针， 为我们
不断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弘扬主旋
律， 传播正能量， 坚定了信心、 指
明了方向。

当前， 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 重大改革攻坚克
难， 社会矛盾凸显多发， 思想观念
多元激荡， 宣传思想工作对于保持
社会和谐稳定、 人民安定团结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思想舆论
导向正确， 能够化解矛盾、 凝聚共
识、 促进改革， 激发群众的积极
性、 创造性， 是党和人民之福； 思
想舆论导向错误， 必然会扰乱人们
思想， 误导公众行为， 激发社会矛
盾， 是党和人民之祸。

然而， 面对新媒体等新技术冲
击，面对国内外多元思潮的诱惑，不
少宣传思想工作者发生动摇， 靠故
意炒作、 造谣传谣和低俗内容吸引
眼球， 以标新立异的错误观点混淆
是非、误导视听，过分强调和依赖负
面报道的影响， 造成了思想舆论生
态的混乱，给社会心态、改革发展、
稳定和谐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在新形势下做好宣传思想工
作， 一定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
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这既符合党和国家利益，有利于
培育积极理性的社会心态， 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 又符合人们追求真善
美、 追求幸福生活的本性。 教育系
统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
要增强正面宣传的主动性、 自觉
性， 向学生、 向社会传播正能量。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要坚定不
移地唱响主旋律， 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 把改革发展的主
流展示好， 把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好。 高校理论界要关注现实
问题、 回应人民关切， 研究重大理论问题， 并将之转化为通俗
易懂、 老少咸宜的理论读物， 唱响改革开放好、 社会主义好的
主旋律。 （下转第八版）

全国学生营养办印发通知

建立营养计划志愿者服务制度
本报北京8月26日讯 （记者 焦新）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

为鼓励社会各方广泛参与营养改善计划工作， 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 全国学生营养办近日印发通知， 要求建立营养改善计
划志愿者服务制度。

通知提出， 志愿者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一是参与营养改善计
划实施， 参加相关会议、 开展相关调研、 参与营养健康教育、 帮助
制定营养膳食食谱。 二是监督营养改善计划执行， 监督各项保障措
施的落实、 跟踪了解和监督学校供餐、 监督信息公开。 三是宣传营
养改善计划。 志愿者服务期限一般为6个月， 志愿者每年认定一次，
全国学生营养办常年接受志愿者的报名申请， 特别鼓励符合条件的
高校在校学生参与。 申请者登录教育部网站， 下载并如实填写志愿
者备案登记表， 经全国学生营养办审核合格后即可成为志愿者。

通知要求， 各相关省份也应于2013年底前建立志愿者服务制
度， 制定切实可行的志愿者管理办法， 加强对志愿者的培训， 落实
专人负责志愿者的管理， 为他们从事志愿服务提供必要的便利条
件， 确保志愿者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专题报道

辽宁：

高校对灾区
学生减免学费

本报讯（记者 刘玉） 日
前， 辽宁省抚顺市、 新宾满族
自治县、 锦州市等地遭遇历史
罕见水灾， 部分学生家庭财产
及农作物遭受重大损失。 新学
期开学在即， 辽宁省教育厅下
发紧急通知要求， 各学校要做
好排查工作， 将学生家庭受灾
损失情况和目前面临的困难逐
一进行登记。

辽宁省教育厅要求， 各高
校要在新生报到现场设立专门
的“绿色通道”， 并简化“绿
色通道” 报到手续。 在校内公
布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安排专
人值守， 回答和解决灾区学生
的各种问题。同时，各学校可根
据本校实际情况， 对家庭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的学生给予适当
减免或缓交学费和住宿费，并
提供临时困难（伙食）补助。 辽
宁省教育厅还要求相关市教育
局， 优先为灾区学生办理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

天津：

新一轮学前
三年计划启动

本报天津8月26日讯（记
者 张宝敏） 天津市教委今天
宣布启动新一轮《天津市学前教
育提升计划（2013—2015年）》，
该计划是前一轮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的延续和提升。

2010年， 天津在全国率先
实施了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经过三年努力，目标任务全部超
额完成。“提升计划”将进一步
优化学前教育资源布局， 全面
解决“入园难”问题，努力实现
幼儿“就近入园”；进一步完善
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和投入机
制， 增强各类幼儿园运行保障
能力； 进一步强化学前教育师
资队伍， 加强保教工作监管和
指导。“提升计划”更加强调公
益普惠、多元并举、改革创新，
更加关注内涵质量、协调发展，
发展目标也由“破解入园难”提
升为“努力实现就近入园”。

按照新计划， 到2015年，
天津将新改扩建和提升改造
420所幼儿园， 初步实现幼儿
就近入园，0—3岁婴幼儿早期
教育覆盖率达到100%，学前三
年适龄幼儿入园率超过96%。

“爸妈请放手，我们已长大”
———东南大学2013级新生报到见闻
■本报记者 沈大雷

8月24日， 是东南大学新生
报到的日子。 从2000公里外、
历时33小时独自抵校的马梦怀，
扛行李、 洗衣服、 叠被子样样自
己完成的宋文清……记者在报到
现场看到， 不少新生用独立自主
上了成人后的第一课。

马梦怀是一个通过“贫困地
区专项计划”录取的云南籍女孩。
来校前，父亲想送女儿来南京，但
懂事的她说想一个人来。“爸妈挣
钱不容易， 那样得多花1000多
元。”马梦怀说，既然考上大学了，
就说明长大了，要学会独立。

8月21日早上， 马梦怀独自
踏上求学路。 由于她乘坐的是过
路车， 22日晚上7点多才能抵达
距离学校较远的高速公路服务

区， 如何顺利到校一时成为难
题。 得知她的情况， 东南大学教
育基金会的老师发出微博求助。
该校迎新的老师和学生志愿者当
晚接到马梦怀， 把她送到学校，
安排好宿舍， 还给她送上热腾腾
的饭菜。

“虽然才几天的时间， 但我
充分感受到了东南大学老师和同
学的关爱， 我要把这份爱心传递
下去。” 填好志愿者申请表， 马
梦怀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身材瘦小、 面庞稚嫩， 是宋
文清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13
岁的宋文清来自山东泰安， 以超
过山东重点本科线55分的成绩
考上东南大学少年班。

别看只有13岁， 一开口 ，
小姑娘就显出与年龄不相符的稳
重。 “我的行李都是一个人扛上

六楼宿舍的， 我也早就学会洗衣
服、 刷碗、 叠被子了， 根本不用
父母操心。” 宋文清说， 自己上
高中的时候就是跟比自己大的同
学一起学习生活， 现在也已经和
宿舍里的大姐姐们混熟了。

记者了解到， 为了鼓励新
生独自报到， 东南大学早早地
把老生动员起来， 为新生提供
全方位的帮助。 拎着大包小包
来回穿梭于宿舍之间、 在烈日
下坚守迎新平台、 免费派送解
暑的酸梅汤……校园里处处可见
迎新志愿者的身影。

在新生报到的“绿色通道”

大厅， 记者看到， 每名前来报
到的贫困新生都能领到一个校
方赠送的生活日用品礼包， 包
括牙膏、 牙刷、 毛巾、 肥皂
等。 不仅如此， 没有带宿舍公
寓用品的贫困新生， 还能在宿
舍楼下领取棉被、 枕头、 席子
等公寓用品。

“多年来， 学校一直强调
培养学生独立自主能力。 但
是， 仍有不少家长放心不下，
尽全力为孩子做好所有事。”
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波说，

“孩子都上大学了， 家长不妨
放开手， 让孩子自己试试。”

黑龙江讷河：

全力抗洪保教 学生如期开学
▲8月26日， 黑龙江省讷河市通南中心学校学生返校开学。 今

年8月以来， 讷河遭受持续强降雨， 突发大洪水， 全市50多所学校
遭受不同程度的水灾， 直接经济损失700余万元。 灾情发生后， 当
地教育部门和学校教职员工放弃休假， 积极投入抗灾保学工作， 抢
排校园积水， 清除淤泥， 做好修缮和疫情防护工作， 最大限度降低
灾害造成的损失， 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茛8月26日， 甘肃岷县
地震灾区所有因灾受损学校
按期开学。 每所学校根据各
自实际情况， 结合灾区抗震
救灾进展， 在学校开学第一
课中， 专门安排心理辅导课
程， 让学生们面对灾难学会
坚强， 从全社会对灾区的关
心中懂得感恩。 图为岷县梅
川镇永星小学的师生们在上
新学期第一课。

通讯员 白文科 摄

甘肃岷县灾区
学校开学第一课：

学会坚强
懂得感恩

教育智慧
筲要想学生好学 ， 必须先生好

学。 唯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
而不厌的学生。

———陶行知

筲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 青年
人在离开学校时， 是作为一个和谐的
人， 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爱因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