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呼万唤始出来 犹抱琵琶半遮面

北京上海广东异地高考方案出台

北京篇

北京市

30

日公布随迁子女升

学考试工作方案。 北京市教委称，

将在进一步完善进城务工人员服

务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抓紧研究出

台与之相挂钩的随迁子女升学考

试办法，此前将实行“过渡措施”。

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北

京市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办法将与

进城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制度相挂

钩，并争取在

2013

年出台。 在办法

出台之前和新办法公布后三年内，

北京市将实行四项过渡措施：

从

2013

年起，有居住证明及稳

定住所，稳定职业及社保均满

3

年，

子女有学籍且已连读初中

3

年，可

参加中等职业学校考试录取。毕业

后，可按照有关规定参加高等职业

学校的考试录取；

从

2014

年起，有居住证明及稳

定住所，稳定职业及社保均满

6

年，

子女有学籍且连读高中

3

年， 可参

加高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毕业

后可参加升本考试录取；

从

2014

年起，进城务工人员持

居住证明， 有稳定职业及住所，随

迁子女有本市学籍且连读高中

3

年，可以在京借考，回原籍录取；

符合相关条件的随迁子女可

以按照有关规定，选择在京参加开

放大学、网络高等教育、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北京市成人高考等考试

录取。

上海篇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后在沪参加升学考试工

作方案》

30

日公布， 上海将于

2014

年实施与 《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

法》相衔接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沪升学考试

的具体方案，届时符合相关条件的

随迁子女可以在沪参加相应义务

教育后升学考试。

方案提出，“建立健全上海市

居住证管理制度， 以此为依据，提

供有梯度的公共服务，有序推进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

育后升学考试工作”。

方案明确，与《上海市居住证

管理办法》相衔接，进城务工人员

符合上海市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

度规定的基本要求并达到一定积

分的，其子女可在上海市参加高中

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接受高中阶段

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教育或中等职

业教育；其子女在上海市参加高中

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并完成高中阶

段完整学习经历后，可在上海市参

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

进城务工人员符合上海市进

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规定的基本

要求的，其子女可在上海参加全日

制中等职业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

接受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 包括

“中高职贯通培养模式” 的专业教

育；其子女在上海市参加全日制中

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并完成全日

制中等职业教育完整学习经历后，

可参加上海市普通高等职业学校

自主招生考试；其子女参加全日制

普通高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并完

成高等职业教育完整学习经历后，

可在上海市参加普通高等学校专

升本招生考试。

广东篇

广东

30

日公布异地高考政策，

根据城市承载能力， 于

2013

年、

2014

年、

2016

年为三个时间节点，

分步骤分层次解决外来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在广东高考的问题，并要

求各地市于

2013

年

3

月前出台异地

中考政策，并于当年开始实施。

广东异地高考方案分三步实

施：

2013

年起， 在广东积分入户的

异地务工人员、 高技能人才子女

“零门槛”参加高考；

2014

年起， 具合法稳定职业、

住所并连续

3

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

住证，并按国家规定在广东参加社

会保险累计

3

年以上的进城务工人

员，其随迁子女在广东中职学校具

3

年完整学籍的， 可参加中职考高

职考试，并广东籍考生同等录取；

2016

年起， 具合法稳定职业、

住所并连续

3

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

住证，并按国家规定在广东参加社

会保险累计

3

年以上的进城务工人

员，其随迁子女在广东参加中考且

具

3

年完整高中学籍的， 可参加高

考，并与广东籍考生同等录取。

对于不符合在广东报考条件

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自

2014

年起，经户籍所在地省级招生办同

意，可在广东借考，但须回到户籍

所在省（市）参加录取。

方案同时要求广东各地级以

上市对在当地有

3

年完整初中学籍

的随迁子女，根据当地城市资源承

载能力， 于

2013

年

3

月前制订随迁

子女异地中考的实施办法， 并于

2013

年开始实施。

（本报综合新华社电）

近日，受持续低温影响，山西运城盐湖出现“硝凇”奇观。据了解，

“硝凇”来源于大量的芒硝（别名，十水硫酸钠）结晶体。当温度下降到

一定程度时，盐湖水中的硫酸钠会结晶而出，形成“硝凇”，十分罕见。

新华社发（黄文鹏 摄）

“正能量”为何这么红？

《咬文嚼字》发布2012年十大流行语调查

据新华社上海

12

月

30

日电

（记者 孙丽萍）语文期刊《咬

文嚼字》

30

日正式发布“

2012

年

十大流行语”， 分别是：“正能量”、

“元芳”、“舌尖上”、“躺枪”、“高富

帅”、“中国式”、“亚历山大”、“最

美”、“赞”、“接地气”。

“正能量”、“最

美”为何这么红？

在十大流行语中，“正能

量”位居榜首。“正能量”绝对是

国人最爱的词汇之一， 使用者

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

2012

年

12

月

13

日， 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

卡特时指出： 中美双方要不畏

艰难，勇于创新，积累正能量。

语言学家指出，“正能量 ”

本是物理学名词，而“正能量 ”

的流行源于英国心理学家理查

德·怀斯曼的专著《正能量》，其

中将人体比作一个能量场 ，通

过激发内在潜能， 可以使人表

现出一个新的自我， 从而更加

自信、更加充满活力。

2012

年频频出现于媒体报

端的“最美 ”，更形成了一股感

动中国的强大新力量。 从“最美

妈妈”吴菊萍、“最美教师”张丽

莉到“最美战士”高铁成、“最美

女法官” 后莉……层出不穷的

“最美”背后，涌动的是国人对

真善美的渴求。

质疑类流行语：

“元芳”、“躺枪” 榜上

有名

2012

年仍是网络舆论监督

年。 质疑表象、探寻真相的网民

每每从看似平常的事件中发掘

出可疑的蛛丝马迹 ，“表叔 ”、

“房叔”等纷纷被网民的火眼金

睛识出而落马。“元芳，你怎么

看？ ”也逐渐演变为中国人的口

头禅之一。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

网络舆论监督的“乌龙事件”发

生，无辜者遭受牵连，只能苦笑

“躺枪”。

“躺枪”同样折射了公众的

质疑心理。 一般而言，枪战中如

果躺在地上， 中枪的概率是最

低的。“躺着也中枪”，用来形容

无缘无故地受到牵连， 或被卷

进是非。

“舌尖”、“接地气”

传递草根喜乐

2012

年， 中央电视台在深

夜播出的一档美食纪录片《舌

尖上的中国》 不经意间红遍大

江南北。 亿万国人兴致勃勃地

以“舌尖上”造句，从中折射出

的是乐天豁达、热爱生活的“草

根”心态。

与此同时，“接地气” 的影

视作品， 正在逐渐成为国人欣

赏的主流。 小成本喜剧电影《泰

囧》在岁末票房“一骑绝尘”，直

奔华语电影的新纪录

10

亿元而

去，正是因为它酣畅淋漓地“烹

饪”出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

2012

年， 还有一些流行语

格外耐人寻味。 在“真爱难觅”

“剩女如云”的时代，“高富帅”、

“白富美”以指代“在择偶方面

最有优势的男人和女人” 而胜

出，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热

门词汇。 这其中，既有人们对美

好婚恋的艳羡， 也寄托着“草

根” 百姓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

对平凡现实的自我解嘲。

无论是“正能量 ”还是“亚

历山大”，

2012

年的这些流行语

承载着

13

亿中国人纠结的情绪

和复杂的诉求， 它们如此鲜明

地涂抹着当下时代的情绪色

彩， 也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

了动力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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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心”的奇迹

———记京立医院心血管内科

□

淇河晨报记者 范丽丽

心脏， 是人体循环系统的

“发动机”， 为了维持生命正常

运转，“发动机” 一天一夜大约

要搏动

10

万次。 一旦“发动机”

出现问题，不论是堵了、卡了，

还是节奏乱了， 全都是要命的

大问题。

人上了年纪 ，“发动机 ”就

容易出问题。 有这么一群老太

太、 老先生成了京立医院心血

管内科十四病区的老客户 ，心

脏一不舒服就到十四病区找该

科主任蒋灵阁，久而久之，有的

大妈牙疼病犯了， 也非要去十

四病区输液才放心。

忙， 是十四病区医护人员

的工作常态。 自今年

2

月份开科

以来， 截止到

12

月

20

日， 共有

497

名患者从这里康复，其中包

括

70

名危重患者。

2012

年，在蒋

灵阁的带领下， 全科人员没日

没夜战斗在护“心”第一线。

12

月

28

日记者去十四病区

采访时，

90

岁的张大爷在该科

住院。 谈起张大爷的病情，蒋灵

阁有些担心， 张大爷是一位心

力衰竭患者， 同时还有一大堆

的基础疾病： 结肠肿瘤、 肝肿

瘤、脑梗塞、双肺感染 、血小板

低、肾功能差、前列腺增生且肥

大，四项生命体征———体温、呼

吸、脉搏、血压均不稳定。 张大

爷几次凌晨一点钟突发高烧

39℃

多， 蒋灵阁几次及时抢救

使其得以脱离危险， 张大爷全

家对治疗效果很满意。 蒋灵阁

自豪地告诉记者， 经过一周的

治疗，张大爷的病情日趋稳定，

这是他和他的团队创造的又一

个“心”奇迹。

在十四病区治疗的老年患

者居多， 但也有二三十岁的年

轻人。“我遇到过几例年轻的患

者， 记得有一名

20

多岁心肌梗

死的小伙子，他工作压力大，常

喝酒，爱吃高脂肪、高蛋白的食

物。 ”蒋灵阁拿起办公桌上的一

个血管模型接着说， 人的血管

就像一根自来水管， 健康的血

管内壁光滑、有弹性，没有沉积

物，但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血液里的垃圾会和自来水管里

的沉积物一样堆积起来， 随着

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沉积

物堆积在血管壁上， 血管壁上

的附着物越来越厚， 血管越来

越狭窄，堵塞由轻到重，等到心

血管彻底堵死的时候心肌梗死

就发生了。

近年来， 随着生活条件变

好， 心血管内科疾病发病率逐

年上升。 心血管疾病有什么预

防措施吗？ 蒋灵阁告诉记者，利

用彩超可以检查沉淀在静脉 、

动脉血管内的斑块情况。 如果

沉淀物超标， 可以使用软化斑

块的药物，提前预防心肌梗死。

“保护心脑血管应从日常生活

点滴做起，少吃盐，多吃粗粮 ，

多运动。 请每个人和我们一起

保护心脑血管， 爱护我们的心

脏。 ”蒋灵阁说。

心血管内科是京立医院集

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重点科室，

该科医护人员全力保障我市及

周边地区高血压、冠心病、心律

失常、心力衰竭、风湿性心脏瓣

膜病、先天性心脏病 、心肌炎 、

高血脂及相关外周血管等疾病

患者的健康及生命安全。 科室

重点推出冠心病介入治疗 ，心

律失常的药物和非药物性治

疗，单腔、双腔

ICD

起搏器植入

术及二尖瓣球囊成形术， 外周

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及肥厚型心

肌病的药物和非药物治疗。

评先进 树典型

京立医院选出

“十佳医护人员”

本报讯 （淇河晨报记者 范丽丽）

12

月

28

日，京立医院公告栏前人头攒动，原来

是该院“十佳医护人员”评选结果揭晓了。

据评选活动负责人介绍， 此次评选是

为了加强医院文化建设， 增强全院职工创

先争优的积极性，为广大患者提供优质、高

效、安全、便捷的医疗服务，构建和谐的医

患关系，促进医院健康发展。

此次上榜的医生均为热爱医学临床工

作， 在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的职业道德方面

表现突出的临床一线医务工作者， 他们吃

苦耐劳，乐于奉献，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职

业道德高尚，廉洁行医，不以医谋私，不收

受患者红包，不接受商业贿赂，诚信服务，

医患关系和谐，无病人投诉记录，群众满意

度高。 他们是：郭凤生、于林江、时彩艳、赵

连博、王海霞。

上榜的护士个个护理业务熟练， 技术

精益求精，能熟练掌握各项操作技术，对待

病人耐心、热心、细心，深受病人及家属的

肯定和赞扬。 她们是：孟庆坤、王永利、王

晓、席兴文、邓颖。

市工商局提示

政府坚决打击

任何形式的传销活动

传销分子在从事传销发展人

员时，经常披着各种各样的外衣，

鼓吹某项目是得到政府允许的，

是政府暗中支持的。 这其实是传

销分子故意混淆视听， 是他们惯

用的欺骗伎俩。

对任何形式的传销， 我国政

府态度非常明确， 那就是坚决打

击，绝不姑息！ 工商、公安机关等

有关部门始终保持着对传销的高

压态势。依据《刑法》有关规定，严

惩传销骨干分子。根据《禁止传销

条例》有关规定，参与传销也是违

法的，涉案金额没有保障。

若您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身边

存在传销活动，请及时向工商、公

安机关进行举报。举报电话：工商

机关

12315

，公安机关

110

。（马飞）

鹤煤十矿：

社区门诊让患者省时省力

本报讯 为方便广大职工看病就医，

日前， 鹤煤十矿在山城区第五小学附近设

立了“五完小社区门诊”，使患者在享受医

保待遇的同时，降低了诊疗费用。

由于该矿家属区分布不集中， 职工来

矿就医需乘坐班车，对于高龄、重病职工很

是不便。为真正解决职工“看病难”的问题，

该矿在山城区第五小学设立了“五完小社

区门诊”，方便了馨苑小区、宝马小区及山

城区其他小区居住的鹤煤职工就医， 不用

再到总院门诊排队看病，降低了诊疗费用。

到该社区门诊就医的患者同样也可享受医

保待遇，看病、拿药不必排长队，让患者省

时、 省力。 社区门诊医生还推出“温馨服

务”，为患者准备了暖手宝、血压计、免费电

话等，温暖了周围职工家属的心。 同时，社

区门诊实施了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

,

真正

让广大职工享受到了满意的医疗服务。

（杜欣）

我省出台幼儿园收费管理细则

禁收建校费赞助费

据新华社郑州

12

月

29

日电（记者 梁鹏）

河南省教育厅、财政厅、发改委等部门近日

联合出台《河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

法实施细则》，把幼儿园收费项目纳入省级

管理，各地均不得擅自增加和改变。并明确

幼儿园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家长收取与入园

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

成本补偿费等费用。

按照新的收费管理办法， 幼儿园可向

入园幼儿收取费用包括保育教育费、 住宿

费、 代收费、 服务性收费。 其中， 服务性

收费是幼儿园组织活动和按照幼儿在园学

习、 生活的实际需要， 提供由幼儿家长自

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如幼儿园自

备或租用校车接送在园幼儿的， 可收取校

车费。

幼儿园为幼儿教育、 生活提供方便而

代收代管的费用，应遵循非营利和“家长自

愿，据实收取，及时结算，定期发布，多退少

补”的原则，收费项目和标准应提前告知和

公示，收费必须单独立账，不得与保教费一

并收取。除保教费、住宿费以及经批准由家

长自愿交纳的代收费、服务性收费外，幼儿

园不得再向家长收取其他费用。

安全流动 才能自由流动

维护良好网络秩序需要法律支撑

“生长麦子的沃土照样孕育

罂粟”，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网

络。 网络为信息流动提供了广阔

天地，也给信息安全带来了隐患。

信息流动应该以安全为前

提，一旦失去安全的护翼，信息流

动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 一些网

络运营商为追逐私利， 形成倒卖

公民个人信息的黑色利益链；一

些网络软件自带“黑客”功能，像

特洛伊木马一样悄无声息侵犯公

民隐私；虚假电子商务、网络敲诈

等网上违法犯罪行为花样翻新，

让广大网民防不胜防。

可见，没有安全，“自由”也就

无从谈起。非法有害信息的泛滥，

势必伤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破坏

网络的公序良俗、 损害社会的公

共利益。 为了充分释放信息流动

的红利， 就必须消除信息安全的

隐患， 这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基本

共识， 信息安全立法的呼吁之声

也日益强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 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

护的决定， 对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形成法律威慑， 为维护网络秩序

提供法律依据。 这才是对信息自

由流动真正的保护。

（据《人民日报》）

男篮联赛综合消息：

青岛喜迎第二胜 山东遭遇五连败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30

日电

麦迪

30

日迎来了

ＣＢＡ

第二胜，在

第

16

轮联赛中，麦迪砍下

29

分和

9

次助攻 ， 带领青岛双星队主场

117∶107

击败东莞马可波罗队，喜

获赛季第二场胜利。 山东黄金队

则在主场错失绝杀，

91∶92

惜败给

广东东莞银行队，遭遇五连败。

虽然东莞队海斯利普手感热

到沸点， 两分球

10

投

9

中命中率

高达

90％

， 三分球

5

投

5

中， 掠下

全队最高的

36

分， 但在麦迪和丹

尼尔斯的双星闪耀下黯然吃到败

仗。

认清传销本质 谨防上当受骗

市工商局、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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