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7日，长沙市第一中学考点，一名高考生与家长高兴地打招呼。 记者 唐俊 摄

■记者 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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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中午， 因患骨癌左腿
高位截肢的双牌县职业技术学校
高三年级女孩韩力， 拄着拐杖走
出该县二中高考考点， 向等候在
这里的出租车司机许斌， 做出胜
利的手势。

韩力的家在双牌县城乡接合
部，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让人意想
不到的是，2014年，韩力被确诊患
骨癌，左腿高位截肢，只能靠拄着
拐杖行走。 而巨额的医疗费用让
这个贫困的家雪上加霜。幸好，当
地政府大力给予扶持， 当地爱心
人士积极开展募捐， 让他们家渡
过了难关。

不久， 双牌县42岁出租车司
机许斌听说了韩力的故事， 还获
知， 韩力的家离双牌县职业技术
学校有3公里路程， 公交车到不
了， 特别是还有近1公里的山路。
于是，许斌主动找到韩力的父母，
表示愿意免费接送韩力上学、放
学，并立即开始实施。

为防止自己偶尔有事耽误接
送韩力， 许斌向身边的出租车司机
发出倡议，一个月后，另外7名爱心
出租车司机加入接送韩力的队伍，
他们每月制定轮流接送表， 每天早
上6时50分准时到韩力家接，下午
5时30分在学校门口等她。

有了8名爱心出租车司机接
送， 韩力再没在上学放学路上日
晒雨淋，从没有迟到，学习热情也
更高，成绩越来越好。她还主动利
用休息时间，辅导其他同学学习。

韩力的理想是考上专业对口
的大学，将来孝敬爸妈，像叔叔们
一样去帮助别人。 韩力说：“大家
无私的爱给了我奋发的力量，我
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蒋静谭伟兴

和去年相比， 今年北大和清
华的自主招生初审通过人数都有
所下滑。 北大初审通过人数为
1347人，比去年少了372人；清华
初审通过人数612人，通过人数仅
为去年的一半。同时，由于报名门
槛提高， 两校的报名人数也较去
年有了大幅下降。

记者梳理两校2019年自主
招生简章显示，申请北大自主招
生考试的学生，需要在高中阶段
参加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

竞赛(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信
息学) 全国决赛获得优异成绩，或
在北大自主招生专业范围内有相
关学科特长、创新潜质，并在相关
专业学习实践活动中取得优异成
绩。清华大学更加强化了对学生学
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要求，明确提
出了报名的“最低门槛”，包括：五
大学科竞赛省级赛区一等奖；全国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全国一等奖；
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四
等奖等。

本报6月7日讯“保平
安、保质量、保公平”和“零
差错”“零事故”，是今年我
省高考的目标。昨日，湖南
省教育考试院透露， 全省
各地全力以赴确保高考安
全稳定。

硬件建设加大投入

在试卷流转方面，常
德市各考点均设置了符合
保密条件的试卷、 答题卡
保管室， 安装了电子监控
设备， 配备了双保险专用
铁柜。 岳阳市云溪区召开
保密工作人员岗前培训
会， 要求自试卷到达考区
清点入库后， 保密室24小
时值守， 严格落实试卷保
管安全规定， 确保全程万
无一失。同时，保密室实行
监控录像6小时回放制度，
公安派驻考点保密室干警
将每半小时对保密室周边
进行一次巡逻，做到人防、
物防、技防全面结合。

在标准化考点建设方
面， 邵阳全市累计在标准
化考点建设和升级改造方
面共投入3000多万元。郴
州市先后投入近千万元对
原有考点设施设备更新改
造。益阳、张家界、衡阳、株
洲等市也对标准化考点建
设和有关考试设施设备进
行了升级改造。 在应对突
发事件方面， 各地都针对
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制定
了应急预案， 进行了必要
的演练，确保能快速反应、
及时妥善处置。 考虑到今

年高考期间可能有强降雨，
各地都作了充分准备， 密切
关注天气变化， 随时保持与
当地防汛指挥部门的联系，
一旦出现灾害苗头， 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 确保考试不受
影响， 确保考务工作人员和
考生人身安全。

维护考试环境安全

各市州针对考试安全的
新形势新挑战， 进一步完善
和落实“联防联控、 齐抓共
管”的工作机制，共同维护安
全有序、 风清气正的考试环
境。 如郴州市要求各部门通
力合作， 联合开展多个专项
行动，全力为高考开辟“绿色
护考”模式，联手为高考保驾
护航。 如常德市无线电管理
处采用无线电监测网， 对考
场内外进行严密监控， 及时
掌控作弊信号， 实现全市覆
盖， 并对无线电发射设备销
售市场进行专项清理规范，
重点查处非法销售无线电考
试作弊设备的行为。 株洲市
对民办考试机构负责人进行
约谈，签订规范办学责任书，
并加强风险舆情的管控，加
大对周边环境的整治， 将责
任落实到岗落实到位， 确保
考生平安顺利参考。

各地还努力为考生提供
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为考
生顺利参考保驾护航。 共青
团湖南省委和共青团郴州市
委统一部署和安排 ， 依托
“12355” 青少年服务平台主
办心理健康活动， 帮助学生
调适心理状态。 ■记者 黄京

我省171人通过清华北大自招初审
这些学霸近九成来自“四大名校” 专家：这与湖南历来是学科奥赛强省有关

6月6日，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布了北京大学和清
华大学2019年自主招生初审名单。据统计，湖南省通过
北京大学初审的有110人，通过清华大学初审的有61人，
总人数位居全国第二。湖南孩子凭啥这么牛？清华北大为
何这么青睐湖南考生？

近几年， 湖南考生可谓颇受
北大、清华等名校青睐，无论是自
主招生还是保送生名额， 都在全
国各省份中名列前茅。 在湖南启
善尚行生涯规划研究中心首席专
家欧阳文邦老师看来， 这与湖南
历来是学科奥赛强省有关。“依托
湖南强大的基础教育实力、 人才
资源和师资力量，再加上以‘四大
名校’为龙头的四所高中学校，长
期以来在奥赛领域的深耕细作，

湖南已经打造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拔
尖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欧阳文邦
认为，正是在奥赛领域成绩突出，即
使在今年自主招生政策如此收紧的
形势下， 湖南考生也能拿到多张北
大和清华的“入场券”。而名校自主
招生之所以关注奥赛获奖学生，是
因为在这些竞赛中表现突出的孩
子，不但聪明，而且“吃得苦、霸得
蛮”， 在学习能力和思维深度方面，
比普通学生表现得更突出。

但即便是如此高的要求，长
郡中学、雅礼中学、长沙市一中和
师大附中“四大名校”表现却十分
抢眼， 通过两所高校自招初审总
人数分别达到46人、42人、31人、
30人，占到通过总人数的87%。在
网传的一份通过总人数全国中学
排行榜中，“四大名校” 的排名分
别为：第一、第三、第七、第八，遥
遥领先其他多所中学， 并稳稳占
据全国“第一方阵”位置。

据悉，通过初审，意味着拿到了
两所名校优惠录取的“入场券”，在
高考结束后、考分出炉前，通过初审
的考生还将参加学校组织的自主招
生考核。和往年相比，今年体质测试
已成标配，清华大学就明确规定，学
生需参加体质测试， 体质测试项目
包括：身高、体重、肺活量、台阶运动
试验、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无故
不参加者将取消其获得清华大学自
主招生认定的资格。

初审门槛提高，过关者变少变化

成绩 湖南“四大名校”表现抢眼

原因 学科奥赛强省历来备受名校青睐

建议

参加自主招生要评估自身奥赛潜力
不过， 今年自主招生政策调整之大， 也让很多考生和家长

“望而却步”。对此，欧阳文邦建议，接下来，定下自主招生目标的
考生，要严格按照教育部发布的《关于2019年度面向中小学生的
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的公示》上面规定的奖项，进行相应的报名
资格准备，“一般而言，没有出现在教育部名单上的奖项，很难能
够被名校认可。”由于大多数高校今年自招“锁定”的只有奥赛省
级一等奖，欧阳文邦认为，考生在为自主招生进行规划时，一定
要认真评估自身的奥赛潜力。

随着高考综合改革的推行， 欧阳文邦分析， 今后必将克
服“唯分数”和“一考定终身”的招生模式，大力推进综合素质
考核。

人物

坚强女孩高考“打卡”
背后有个8人车队

连线

湖南各地全力以赴
确保高考安全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