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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童盟汇”是新奥集团青年志愿者团队拟

联合全国的小学生面向全社会来共同传播环保常

识、培养环保行为的组织。 在“用我所能、善待明

天”为主题的号召下，旨在为社会的环保事业尽一

份努力、做一份贡献。 从组织名称上看，“绿色”代

表着节能、环保，亲近自然，是世界环境日中国主

题的诠释、人类与环境和谐共生的象征；“童盟”代

表着小志愿者的群体， 是祖国环保事业明天与希

望的象征；“汇”代表着环保力量与影响的汇聚，是

新奥集团青年志愿者和小志愿者 " 大手拉小手 "

形成的涓涓环保细流汇聚江河之势的象征。 "绿色

童盟汇 " 融汇了新奥集团的企业性质、 关注环保

与热心公益事业的责任； 体现了新奥集团青年志

愿者贡献社会的价值观； 凸显了小志愿者从我做

起、关注明天的现实性和美好的愿望；奠定了全国

性环保小志愿者的活动原则、 扩大活动范围和可

持续深化开展的基础。

“绿色童盟汇”成立的意义

2010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 6 月 5 日世界

环境日主题为“多样的物种·唯一的星球·共同的

未来”， 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为：“低碳减排·绿色

生活”。 新奥集团作为清洁能源的创新企业，在“低

碳减排·绿色生活”主题的号召下，结合自身致力

于环保事业、促进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的同时，

也希望带动更多的人投入到环保事业当中去。 小

孩子们作为祖国的明天， 他们养成节能环保的良

好习惯和良好行为， 对于当下和未来环境保护的

意义尤其重要， 而且借助小朋友的力量可以去影

响他们身边更多的人，为明天的人做明天的事。

“绿色童盟汇”活动启程

定期化、多样化、可持续开展

“绿色童盟汇” 的首届活动于 2010年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的当天分别在廊坊、聊城、开封等城

市同时举办成功，奠定了“绿色童盟汇”全国推广

的基础， 活动当地和众多的全国性近百家媒体积

极报道了此次活动。 新奥集团青年志愿者团队后

续将定期举办各种不同形式公益活动，如“环保小

课堂”、“节能降耗小发明比赛”、“节能环保艺术

节”等，不断招募小志愿者，扩大“绿色童盟汇”的

号召范围，借助小朋友的行动去影响更多的人。

��������6 月 5 日上午， 由新奥集团青年志愿

者联合小学生共同开展的以“用我所能 善

待明天” 为主题的世界环境日环保宣传社

区行活动在当地社区举行。 活动当天，不仅

诞生了中国首个以小学生为主体的志愿者

环保组织“绿色童盟汇”，同时参与活动的

小志愿者们积极向社区居民进行环保宣

传，发放节能环保手册、设置“能量回收站”

等，为社区居民带来不同以往的环保体验。

“绿色童盟汇”起航 旨在环保

据了解，“绿色童盟汇” 是新奥集团青

年志愿者团队联合全国的小学生面向全社

会来共同传播环保常识、 培养环保行为的

组织。 在“用我所能、善待明天”为主题的号

召下，为社会的环保事业尽一份努力。“绿

色童盟汇” 的首届活动———世界环境日环

保宣传社区行活动分别在廊坊、聊城、开封

等城市同时进行。

谈到“绿色童盟汇”的成立意义，新奥

集团的青年志愿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

奥集团作为清洁能源的创新企业， 在自身

促进节能减排的同时， 也希望带动更多的

人投入到环保事业当中。 小孩子们作为祖

国的明天，他们养成节能环保的好习惯，对

于环境保护的意义尤其重要， 而且借助小

朋友的力量可以去影响他们身边更多的

人。 本次活动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为明天

的人做明天的事。 ”

“能量回收站”使废旧电池弃之有道

一节 1号电池能使一平方米的土地永

远失去利用价值，废旧电池作为“环境杀手”，

如何正确处理一直困扰着广大社区居民。

活动当天，“绿色童盟汇”还在社区设置

了“能量回收站”，用于收集废旧电池。 这是

因为，人们经常使用的各种一次性干电

池、可充电电池，以及计算机、助听器、

手表中的纽扣电池，或是汽车用的铅酸

蓄电池，都不应该随意乱扔，否则极有

可能给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全民应提

高废旧电池的回收意识， 从而

使各种废旧电池都能妥善得到

无害化处理。

一直参与现场活动

的李阿姨表示：“让

小孩子给大人讲环

保，这种活动形式非

常有意思，节能环保

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付诸行动， 并且持之

以恒。 今天也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环保课，

我想以后我会更注意的， 也希望我的孩子

能够多参与这样的环保活动。 ”

据悉，继世界环境日的环保宣传社区行

活动之后，新奥集团将定期举办各种不同形

式公益活动，如“环保小课堂”、“节能降耗小

发明比赛”、“节能环保艺术节”等，不断招募

小志愿者，扩大“绿色童盟汇”的号召范围，

借助小朋友的行动去影响更多的人。

“绿色童盟汇”简介

“绿色童盟汇”的由来

根据我省规定， 考生对分数

有疑问的可申请查分。 查分的范

围是漏评、漏合、错记、错合等。凡

涉及评分标准宽严的， 不属于查

分范围。

申请查分的考生请于6月26日

至27日，凭《准考证》和《成绩通知

单》 到户口所在地招生考试部门

办理申请查分手续。6月29日至

30日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专人查

分，并于7月1日反馈查分结果。

此外，考生若对自己的录取

结果有异议，也可及时向当地招

生考试部门或直接向省教育考

试院反映情况，8月26日以后不再

受理。

本报6月10日讯 紧张的

高考结束了， 在等待分数公布

的这段时间， 每个考生由于考

试成绩不同， 产生巨大的心理

差异。今日，长沙市疾控中心专

家针对学生高考后常见的状

态，提出一些建议。

焦虑型

建议：家长在陪同孩子进行

合理估分的同时， 应指导孩子对

分数、自我和未来正确认知。家长

可以带动孩子听音乐、打打球，做

一些户外运动分散注意力。

抑郁型

建议： 作为家长，切不可在

听到孩子对成绩表示担忧时，

指责孩子平时学习不努力，跟

孩子“翻旧账”。

放纵型

建议： 孩子考前的饮食和

睡眠一般都讲究规律， 如果考

试结束后生物钟突如其来变化

甚至颠倒， 这种逆转对身心有

着巨大的伤害。 家长应督促孩

子尽早回归有规律的生活。

茫然型

建议： 父母应当多和孩子

交流，鼓励孩子运动、引导孩子

交往，适度地与同学结伴郊游、

阅读、听音乐等，或者帮家长做

点家务。

依赖型

建议： 家长应把握入学前

近三个月的自由时间， 督促孩子

将自立自理课补上。

■记者 张春祥 通讯员 王艳

曹老爹爹名叫曹菊先，已

经83岁了。他说自己左眼失明，

右眼很好。为了保住右眼，他可

想尽了办法。

50多岁时曹老爹爹右眼患

上了白内障，必须戴老花镜才能读

书看报。“我已经是‘独眼龙’了，不

能再失去另一只眼。” 听医生说眼

睛周边有很多穴位，曹老爹爹就开

始琢磨着给眼睛做按摩。

曹老爹爹示范了他自创的

“曹氏眼保健操”，动作很简单：

双手拇指分别按住头部两侧的

太阳穴，同时食指按住天应穴，

中指按住睛明穴，分别向两侧、

上下按揉各36次。 每天早晚各

一次，每次只需3分钟。“我坚持

练了13年，每天从不间断，现在

已经完全不用眼镜就可以看报

纸了。”

长沙市中心医院老年医学

研究所所长夏苏英认为，曹爹爹

自创的这套眼保健操还是比较

科学的， 能够起到打通经脉、促

进眼部血液循环的作用，可以进

行推广。但相比较而言，学校里

学生使用的那套眼保健操更为

系统，建议孩子们可以在家里使

用曹老爹爹的这套方法。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孙东旭

今年我省高招政策有调整，多留意或有意外收获

生源不足的省内高校可降20分录取

考生6月26日起填报志愿

6月26日公布成绩。今年考生填报志愿的时间统一为：本科

提前批志愿6月26日至27日填报，其他批次志愿6月28日至7月2日

填报。有关批次的征集志愿填报时间分别为：本科一批7月15日，

本科二批7月22日，本科三批（A）7月30日、本科三批（B）8月7日，

高职专科批第一次8月19日、第二次8月23日。

政策绝对没有空子可钻，但你不能不清楚，有时熟知政策也会

有意外收获。比如，今年我省高招政策就有不少调整，在湘高等院校

在生源不足时可降20分录取。

今年的一个调整是，“农林、

航海、 地矿等外省本科院校以及

在湘高等学校（含本科院校、高职

高专学校）在生源不足时，可在同

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内降

分投档， 降分投档以考生填报的

最后一次征集志愿为依据”。也就

是说， 今年生源不足的省内学校

均可参与降分投档， 以最大限度

地帮助民办本科院校和高职专科

院校完成招生任务， 满足广大考

生的上学愿望。

一般考生理解的生源不足，

是指偏远或办学条件相对差一点

的学校，其实不然，如今年刚升格

为本科院校的湖南女子大学，学

生一次性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0%

以上， 学校今年计划招收本科生

1000名。由于该校此前一直招收

专科生， 今年升格为本科院校

后， 很多考生和家长还不知情，

因此或将存在报考生源不足的

情况。该校今年设会计学、英语、

旅游管理、 汉语言文学 (文秘方

向)、艺术设计(服装设计方向)和

音乐表演6个本科专业， 成为新

升格的本科院校中，招生科类最

多的院校。

生源不足可降20分录取

高考成绩有异议可申诉

填报志愿时间表

■记者 奉永成 黄京

提

醒

高考结束了，“京京带你

上名校”栏目全面升级为“京

京乐教”。欢迎大家向京京讲

述你的教育法宝和妙招、推荐身边的“考试达人”、“模范家长”

和“家教明星”。联系方式：本报热线0731-84326110，QQ群：

71551428。

八旬老汉自创眼保操欲传“小眼镜”

他坚持做了13年，老花镜都摘掉了

考

后

疏

导

高考后，

不要跟孩子“翻旧账”

曹爷爷正在做着自创的眼保健操。 实习生 林琳 记者 范远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