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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低分当噱头

http://epaper.voc.com.cn/kjxb/

□ 余娅

最近，南阳市旅游局在媒体刊
登大幅公益广告，承诺凡今年高考

分数在 200 分以下的考生， 在今年 9 月 30 日之前， 凭准考
证、高考成绩单或省招办发布的成绩短信，可免费游览南阳 9
家景区。

南阳旅游局“低分游南阳”的政策，并没引来叫好，而是
换来骂声一片。 笔者看来，虽然南阳市旅游局打出了“游南
阳，立大志，不气馁，学智慧”的口号，似乎给自己贴上了一个
看上去很美的标签，但其实质是在这些落榜考生的心理上再
次撒上了一把盐，通过消费落榜考生，达到宣传自己旅游景
点的目的。

首先，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高考落榜生，愿意主动享受
这样的福利，刚刚经历人生第一个失败，他们正处在人生最大
的谷底。 旅游散心的确可以舒缓郁结，但免费旅游的代价，却
是亮出自己最不堪的成绩， 怕是很多落榜生都不愿受此“屈
辱”。 就算有部分心理强大的考生，敢于“直视自己的成绩单”，
可能也逃不过其他游客怀疑的目光， 怕自己也被误认为高考
落榜生。

高考对考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十二年寒窗苦读，为的便
是一朝吐气扬眉，但是面对成绩单，总会几家欢喜几家愁，虽
然我们一再倡导“高考并非唯一出路”，但不是人人都可以轻
松面对高考失利的。

关爱高考生心理健康，尤其是落榜生，的确有着很重要的
意义。 但南阳市旅游局这种过分强调身份，把落榜生和成功者
区别对待的“过分”关爱，无非就是穿着伪善的外衣炒作，用夸
张的形式主义搞促销。 励志考生， 远非一次游览景区就能完
成，他需要家长、老师、社会各界多一份尊重和理解，多方面疏
导，激励他们走好未来的路。 速成的励志非但起不到励志的作
用，反而是一种传播负能量式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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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4800人参加军校和国防生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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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歆君）6月 30日至 7月
3日，2013年军校青年学员和国防生招生
体检面试工作分别在长沙等 4个市州同时
进行。全省有 4800人参加军校和国防生体
检。

7月 2日， 记者在湖南武警医院的体
检中心看到， 学子们正排队接受十余项体
检项目， 此外， 要跨入军校或者当上国防
生， 考生们还要面临 400道心理选择题的
关卡。“主要是测试他们对军队生活的心理
适应情况，还有入伍动机、生活态度、人生
认知、人际关系交往等。 ”湖南武警医院体

检中心负责人介绍， 近年在体检项目中还
新增了一项毒品检测试验。

今年全省计划招收军校青年学员和国
防生共 1172名，而报名参加体检的人数多
达 4800余人。今年湖南省军校和国防生招
生体检面试，全省按地理区域划分为长沙、
衡阳、常德和吉首四个体检面试站。 其中，
在长沙、株洲、湘潭、娄底报名的考生到长
沙参加体检面试。

来长沙报名体检人数约 1500人，其中
仅长沙地区就高达 569人，占据三成多。

对报名的考生来说， 最难的估计是视

力关了。 报名分指挥类院校和非指挥类院
校，在体检中标准略有不同，其中指挥类院
校要求视力在 4.6（0.4）以上，而非指挥类院
校可以放宽到 4.5（0.3）以上，“每年在这个
体检中因为视力不合格而刷下的约 30%。”

体检结果由省军区招生办向社会、考生
和招生院校公布。 考生对体检结论有异议
的，可在体检结果公布后 1日内申请复查。

军校和国防生录取批次为提前批，录
取时间为 7月 10日至 11日， 录取方式为
网上远程录取。 届时考生可在网上查看本
人的投档轨迹。

400道选择题考验考生心理，录取时间为 7月 10日至 11日

她的办公室就在教室旁边， 上课
下课， 孩子们银铃般的欢笑声相伴左
右。“幼儿园虽然有专门的办公楼，可
听不到孩子的声音， 总觉得差了点什
么，就一直在这里办公。 ”说话的是向
松梅， 长沙市岳麓区教育集团第二幼
儿园、第九幼儿园园长，湖南省优秀教
师， 全国教师教育学会“优秀园长”，
600多个孩子的“园长妈妈”。

可能因为在孩子堆里呆了近 30
年，48岁的向松梅依旧美丽温婉，说话
时不经意流露出一分孩子才有的调
皮。“你看我们的幼儿园，多漂亮啊。 ”
她站在二楼的阳台，眼前是用 12 年的
爱心和赤诚筑就的美景。

两个童话世界
二幼掩映在岳麓山畔的绿荫里，

小小的校园里布置着 400 盆造型各异
的盆景、2000余盆花卉在四季绽放；墙
面上手绘着色彩艳丽的画， 教室走廊
上空悬挂着孩子亲手制成的饰品。 花
花草草和天马行空的想象， 走进二幼
仿佛步入了童话的世界。

12年前， 二幼还是一所被商铺围
得透不过气来的破旧幼儿园， 孩子挤
在简陋的教室里丝毫没有生气。 2001
年向松梅调任二幼园长， 翻开了二幼
发展新的一页。

想要彻底改变二幼， 首先得拆掉幼
儿园周围遮挡视线又挡住光线的商铺，
加之整个建设需要 300余万资金， 重建
面临极大阻力。 别看向松梅文文弱弱，干
起事来却风风火火， 她带着同事不厌其
烦地劝说店家，跑资金，催工期。 10个月里，在工地上没日没夜
地守着，直到工程按质按量完成，全新的二幼令大家眼前一亮。

一些年后，童话在另外一地被复制。 2009年，岳麓幼儿
教育集团迎来了它最特别的小家———第九幼儿园， 它远在
全区最偏远的地方，离城区 50 余公里的雨敞坪镇，园址选
在离镇子 5公里远的螺头山。 经验丰富的向松梅接到了新
任务：在村小的旧校舍上建起高标准的幼儿园。

这一次困难来得更密集，村小旧舍破旧不堪，没有围墙，
没通水电，更没有老师。 每一项都需要协调、接洽、落实。 人生
地不熟的山区，向松梅开着车一个星期三四趟地来回奔波。 她
把二幼门窗的尺寸，课桌椅的高矮、厕所蹲位间隔等一一测量
好，带去九幼，让工人们照着做，也把二幼的老师拉到九幼送
课送教，一步步把二幼的精彩复制到乡间。

今天，乡下的九幼比起城里幼儿园丝毫不逊色。而向松
梅依旧是九幼的园长，每周有一半时间在城里，一半时间在
乡下，披星戴月是她最确切的生活写照。

（下转 04 版）

又是一年七月。
孩子们放假啦。
接踵而来的是，奥数班、提高班、英语班

……
炎炎夏日，可能中暑的不只是一些孩子

的身体，还有许许多多孩子的思想。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家在忧虑、在反

思、在呼吁。 唯独缺少行动。
媒体，思想的先行者。
在这个夏天，我们有了新的想法、新的

行动， 把 8 期报纸合为《暑假合刊》（上、下
册），把不一样的文化理念，不一样的暑假作
业，不一样的国外教育方式，还有经典电影、
书籍、游乐场所，一一呈现给孩子们，试图为
他们奉献一顿丰富而又有营养的精神大餐。

我们不能说，这是最好的，但希望能够
倡导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轻松、有序的假
期生活， 帮促孩子养成独立自主的个性，增
强自信心和自理能力， 给大家带来一缕清
风。

孩子们，暑假来啦！假期要的就是放松！
可以天天睡到自然醒啦！也可以呼朋唤友到
处撒欢儿啦！ 好好享受你的假期吧！

别忘了， 把美好的假期生活告诉我们，
我们会在《暑假合刊·下册》刊发出来，与其
他孩子一起分享。

———本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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