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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

“人是可以上月球的，但是人不能骑着自行车
上月球！前者是科学家研究的领域，而后者是工
程师研究的领域。”7月18日上午，由睢阳区文化
旅游局、睢阳区图书馆主办的“高考感悟：人生
的一场修行”主题分享在凯旋路鼎育书院举行，
来自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研究生李瞻
的开场白吸引了现场的读者。

“书香商丘·全民阅读大讲堂”是我市全民阅
读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市宣传部门
重点打造的文化品牌，旨在引导市民多读书、读
好书，共建书香社会。

李瞻 201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后被保送中科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李瞻从中学开始就喜欢物理，
他认为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克
服困难的过程最有成就感。“高考可以是人生的跳
板或者是命运的中转站，但唯独不是终点。在学习
中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之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能力，也是我最想给大家分享
的收获。”李瞻十分淡定地说。

厦门大学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王慧冰本科就
读于西南交通大学，曾获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三等奖、四川省企业竞争模拟大赛二等奖、第
六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
赛四川省赛区一等奖。王慧冰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先后在中信证券投资部、国泰君安证券深圳行研所
等机构实习。她说：“考上大学是人生新的开始，可
不敢放松自己，每一个光鲜靓丽的背后都凝聚着无
数个黑夜的付出。家长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
培养孩子自我学习的能力和良好的自控力。”

听了两位学子的分享，鼎育书院院长谢小文
说：“因为各种原因，我与高考失之交臂，让爸爸
失望了！但是在经营图书的路上，我脚踏实地，
努力拼搏，努力让更多孩子读上好书，我觉得我
没有给爸爸丢脸！我想跟家长朋友说的是，孩子
不是考上大学才有希望，而是拥有终生的学习能
力才有希望！”

商丘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曹昭义说：“我参加高
考已经是 40年前的事情，那时候高考就是农家子
弟鲤鱼跳龙门的机会，也是实现理想的机会。现
在年轻人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通
过学习，增强在实践中创新和创造的能力，我觉
得至关重要。学习重在过程，而不完全在结果，
这就像人类追求真理的过程。希望大家多读书，
在书中学到更多人生智慧。”

感悟高考历练 畅谈学习心得
——“书香商丘·全民阅读大讲堂”高考主题分享侧记

本报记者 李岩

2020年高考已经落下帷幕，按照
时间安排，7月 25日我省公布高考成
绩，7月 26日，我省将启动第一次高考
志愿填报工作。教育招生部门建议考
生，现阶段在放松之余，最好预估分
数、提前搜集相关院校和专业信息，
准确定位，为后期填报志愿做准备。

据市招考中心新闻发言人毋小松
介绍，今年高招的考生志愿分为本科
提前批 （公安、司法专科随该批）、
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本科一批、地
方专项计划本科批、本科二批、专科
提前批（含艺术、体育、士官直招、
空乘、航海等专科）和高职高专批。

据了解，考生志愿在网上填报，
分三次进行：第一次在7月26日—28
日。填报：军队招飞，本科提前批
（公安、司法专科随该批）、国家专项
计划本科批、艺术本科提前批，专升
本，对口招生本、专科志愿；第二次
在 7月 30日—8月 2日，填报：艺术
本科批A段、艺术本科批B段、特殊
类型招生志愿，本科一批、地方专项
计划本科批、本科二批志愿；第三次
在8月4日—8日，填报：专科提前批
和高职高专批志愿。考生必须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并保存，在规定
的截止时间前允许有两次修改，此后
将无法更改。

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和高职高专
批均实行平行志愿，本科一批、地方
专项计划本科批可填报1—6个高校志
愿；本科二批可填报 1—9 个高校志
愿；高职高专批可填报1—6个高校志
愿。每个高校志愿可填1—5个专业和
是否同意调剂专业。

本科提前批 （除地方公费师范
生）、专科提前批（除艺术类外），第

一志愿可填报 1个高校志愿，第二志
愿为平行志愿，可填报1—4个高校志
愿，每个志愿可填报1—5个专业和是
否同意调剂专业。

毋小松说，考生网上填报志愿完
成提交后，即视为与高校之间的志愿
约定生效，录取时不得擅自放弃；考
生的志愿信息任何人不得改动，否
则，将依法依纪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
责任。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依
据考生网上保存的志愿信息打印出志
愿表并加盖公章后存入考生档案。

填报志愿的时间越来越近，高校
招生老师建议考生通过官方网站公布
的高考答案对自己的高考成绩进行预
估，根据这个预估分提前排查出与自
己分数相匹配的一些院校，同时还要
对今年的高招政策和志愿填报技巧进
行学习。全国高校近3000所，招生章
程是考生了解高校招生政策的主要途
径，也是填报志愿不可或缺的参考资
料，考生们要学会看懂吃透招生章
程，初步圈定“目标院校”，为填报
志愿做准备。

据了解，高校招生章程主要内容
包括校址、学校层次、办学类型、投
档比例、是否认可加分政策、专业分
配原则、对单科成绩或身体条件要求
等。目前，省内外多所高校公布2020
年招生章程，考生可通过教育部阳光
高考信息平台或直接登录各高校官方
网站查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让孩
子填个合适的志愿，有考生和家长会
寻求一些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的帮
助。目前市场上志愿填报咨询的价位
从几千到上万不等。

针对部分机构收取高价咨询费，
今年我省要求，志愿填报期间，各地
教育部门将联合网信、市场监管等部
门，对收取高价填报志愿咨询费的中
介机构、网站和APP开展专项治理，
依法依规查处有关虚假宣传、违规经
营的机构。同时，也提醒考生和家
长，由于准入门槛低，高考志愿咨询
服务机构良莠不齐，要留意这些机构
的信息准确度，可以作为参考，但不
能完全依赖。

@@高考高考考考生和家长生和家长

志愿填报请留意这些事项
本报记者 李娅飞

本报讯（记者 张博）上周出现
的降水过程使本该炎热的夏季显得
格外凉爽，本周，我市或将再此出
现降水过程，最低气温将进一步下
降。预计，本周二夜里到周三、周
六夜里到周日我市有明显降水天气
过程，其他时段以多云为主。本周
我市最高温度 30℃到 31℃，最低温
度18℃到19℃。

具体预报如下：星期二，多云
转阴天，夜里有小到中雨，22℃/
29℃；星期三，阴天，有小到中
雨，23℃/27℃；星期四，小雨停止
转多云，20℃/26℃；星期五，多云
间晴天，20℃/30℃；星期六，多云
转阴天，夜里有小雨，20℃/31℃；
星期日，阴天，有小到中雨，23℃/
27℃。

本周三，我们将迎来夏季的最
后一个节气——“大暑”，并进入一
年中最热的时段。大暑天气酷热，
人们出汗多，脾胃活动相对较差，
会感觉比较累和食欲不振，在饮食
上要注意清淡和及时补水，并做好
防暑降温。

市气象台关于生产生活的建
议：处于拔节期的夏玉米，土壤水
分和养分消耗较大，各地应适时做
好追肥工作，确保玉米健壮生长；
做好玉米叶斑病等喜高湿环境的病
害监测和防治工作；注意防范短时
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
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降雨后
易引发城市内涝及农田积涝，建议
雨后及时排水散墒，减轻渍涝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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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指南
“我等了6年的房产证，想不到您那么快就

解决了，深表感谢，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7
月20日，民权县自然资源局信访股负责人王广
军看着手机信息，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发来信息的人叫张景全，该县北关镇鹿庄
村人。一本不动产权证书，为什么他等了 6年
才办下来？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2014年，张景全在县城购买了一间商铺，
上下两层，建筑面积132.4平方米。据张景全介
绍，由于当时开发商承诺代办房产证，他们就一
次性缴清了包括购房款、契税、维修基金、增值
税等在内的各项费用共计100余万元。但商铺
交房后，开发商却找各种理由推脱不兑现当初
的承诺，导致房产证一直没有办下来。

“今年5月，俺又去找开发商要求办理不动
产权证书，他们竟然找出了受疫情影响房地产
市场不景气，没钱缴纳费用这样的理由，您说气
人不？”提起当时的情景，张景全仍耿耿于怀，

“实在没办法了，俺就把事情反映到了信访部
门，希望政府能帮俺把事情解决了。”

“县自然资源局收到该县信访部门的交办
件后高度重视，立即安排专人对问题进行了认
真调查。”王广军说。

据调查，张景全购买的商铺符合办证条
件。由于其购置商铺的契税、住房维修基金、增
值税等费用已交于开发商，但开发商却没有及
时为其交纳相关费用，导致不动产权证书不能
顺利办理。

“在多次与开发商接洽的过程中，工作人员
做了大量的政策讲解和思想工作，开发商终于
将该商铺的契税、维修基金等相关费用缴纳齐
全。我局不动产登记中心随即依照程序为权利人
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谈起这本“迟到”了6年
的不动产权证书，王广军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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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更民，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平台街道办事处平台
社区副主任，一位默默无闻、做事低调的普通党员，然而在
他身上却有着不寻常的闪光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热心
公益、奉献社会；关爱前辈、崇尚英雄……让我们一一分享
发生在他身上的点滴故事吧。

今年 7月 6日近午时分，段更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
车水马龙的道路中间坐着一个女孩，在烈日暴晒下指手画
脚。他意识到这个女孩一定有精神疾病，于是上前询问。他
看到女孩手拿一个身份证，上面显示她叫李思雨，今年19岁，
太康县人。看到这里车来车往很危险，他把女孩拉到路边的
树荫下。问女孩为啥来这里，女孩只是傻笑。又问她饿不饿，
她点点头。于是他便到附近超市给她买了馒头和饮料，并嘱
咐她慢慢吃。不一会，一辆面包车停了下来，车上下来几个年
轻人要把女孩带走，段更民正告他们：“你们跟女孩非亲非故，
我不会让你们把她带走的！”那伙人刚走，又来了个三十多岁
的中年男人，他声称是女孩的亲戚，要把女孩带走。段更民问
道：“这孩子叫啥，是哪里人？”那人支支吾吾无言以对，只
好灰溜溜地走了。段更民生怕再节外生枝，于是急忙给110
打了电话，直到民警把女孩带走，他才放心回家。

其实，乐于助人的事在多年前段更民已经做过。2001
年，本村有一个叫范甜甜的女孩，父亲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母
亲不堪忍受家庭严重的经济负担，不辞而别远走他乡，刚上小
学的甜甜面临辍学的困境。段更民主动承担了孩子的学习费
用，并经常给她家送去米面和食用油，直到孩子初中毕业。

为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段更民组织社区七八
名老党员，经常身穿红马甲，在校门口、主要路口维持交通
秩序，帮扶行走不便者。今年疫情发生后，平台社区共设置
了 22个卡点。看到卡点上的工作人员没日没夜地值守，十
分辛苦，他便自费近4000元，为每个卡点送去慰问品。

今年 78 岁的社区老党员王桂兰是段更民的入党介绍
人。她对党忠诚，正直善良，深受段更民崇敬。因曾身患脑
梗，王桂兰瘫痪在床已经十几年了。十几年来，每逢中秋节
和春节，段更民都要带上礼物去拜望王桂兰老人，从未间断
过。社区还有位今年已经 88岁名叫杨文明的老党员，在本
社区党龄是最长的，也是抗美援朝的一位老兵。七八年前，
他也患了脑梗瘫痪在床。出于
对英雄的敬仰，段更民逢年过
节都要带着礼物到杨文明家表
示慰问。

初心不改，痴心为民。这
就是普通党员段更民的本色。

点滴小事映初心
本报记者 王正阳

延
伸
阅
读

延
伸
阅
读

民情 民 声民 声

7月19日，参加2020年第一期“博爱助贫”帮扶活动
的志愿者来到梁园区刘口镇南会馆村看望帮扶家庭。连日
来，博爱联合会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号召爱心人士帮助贫困
家庭、孤苦学生，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和关爱。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7月19日，施工人员在归德路北延
段进行标线施划作业。归德路北延段 （包
河桥至黄河路）通车在即，交警部门及时对
该路段施划上交通标线，为市民提供安全的
出行环境。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7月20日，电力工人对珠江路上因
长势过盛而对供电线路造成安全隐患的行
道树树枝进行修剪。为确保夏日供电线路
走廊通畅，市供电部门对市区各供电线路旁
冠幅过大、过高的行道树进行集中修剪，确
保供电安全。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