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日晚，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本
科三批平行一志愿投档分数线。 文史
类、 理工类均以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最
高，分别为489分和458分，高出湖南
本科二批录取控制线8分和3分。省内
院校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文史类分
数线都是第一，分别是472分、452分。

另外， 本科二批录取已于7月28
日结束， 本科三批录取于7月29日开
始。至此，今年我省高考已完成本科提
前批、 本科一批和本科二批等三个批
次的录取任务。

今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是39万人，
截至7月29日10时， 前三个批次共录取本
科新生135034人（含各种特殊类型招
生），三成考生已被高校录取。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毛曦蔚 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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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7月29日10时，我省高招录取前三个批次共录取本科新生135034人
（含各种特殊类型招生）。至此，今年我省高考已完成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
和本科二批等三个批次的录取任务。核心提示

【干净】
坚持原则，牢守“底线”

尽管陈兵对所管辖的
犯人有奖惩权，但从来不徇
私情，严格按法律办，按政
策办。

有一次， 陈兵一位多
年未见面的老同学找到
他， 提出要私下会见一名
他所管辖的押犯。经了解，
这位同学与该犯曾经是生
意上的伙伴， 并无亲属关
系。陈兵思前想后，认为不
妥。 于是他诚恳地向同学
解释说：“带你会见那个押
犯，我确实可以办到，但那
是违反规定的， 违规的事
情我不能做， 还请老同学
谅解！”

2014年五监区一分监
区工作出现了滑坡，改造、
生产工作都陷于被动。5月
份， 监狱党委将他调到五
监区一分监区担任代理指
导员。 对于原本已是副主
任科员的他来说， 这次任
命，既没有提高待遇，又没
有明确职务， 只是增加了
一份责任。但他毫不计较，
临危受命。

为了提高生产效益，陈
兵每班都亲临车间一线，每
次都是带上一条擦汗的毛
巾，一天在车间内转上几十
个来回。通过半年的艰苦努
力，五监区一分监区终于甩
掉了落后的帽子，生产效益
翻了一番，改造秩序明显好
转，组织给他奖励，他一分
钱也不要。

■记者 陈志强 陆益平
通讯员 欧阳超

警徽闪耀，他用生命擦亮
———追记湖南省邵阳监狱因公殉职民警陈兵

有一种人，虽已离去，却永被铭记；有一种精神，穿越时空，却历久弥新。
陈兵虽然“走”了一个多月，但与他朝夕相处的邵阳监狱民警们一直未能释怀，每念起他的音容笑貌，眼泪便刷刷地流了下来。“多好的一个兄弟、

同事啊！”说及陈兵，监狱长贺爱国无限痛惜地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党员和干警，是我们事业的损失啊”
今年6月18日，湖南省邵阳监狱五监区一分监区教导员陈兵在值班期间突然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生命定格在37岁。
“我是一名党员，做好本职工作、起好带头作用是我的责任所在。为了党的事业，我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陈兵准备

在今年“七一” 优秀共产党员表彰会上的发言稿。
誓言铮铮，忠心可鉴。37年的生命历程，16年的无私奉献，陈兵用生命和青春擦亮了庄严的警徽，诠释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和奉献。

新时期监狱工作不仅要“关得下、
跑不了”，而且要“改造好”。为此，陈兵
认真学习法律， 刻苦钻研罪犯心理学，
每天除了正常上班外，晚上还要深入到
自己管教的押犯中去，搜集狱情，整理
日志， 随时对服刑人员进行疏导教育，
每天忙得像辘轳一样转。

真诚感化“硬骨头”。四监区一分监
区一名30来岁的服刑人员肖勇（化名），
因抢劫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该犯生性
顽劣， 不服管教， 入狱5年了还没减过
刑。监区在犯情分析会上提出这个案例
后，陈兵主动请缨，攻克这个“硬骨头”。

陈兵从交心入手，连续五六次找肖
勇谈话，但都遭到抵触。于是，陈兵仔细
查阅肖勇的副档， 并从侧面了解情况，
很快摸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肖勇
的妻子在他入狱后与他离婚，将年幼的
孩子交给年迈多病的父母照看，而他犯
罪的赔偿金和罚金多达几十万元，肖勇
以为自己再也没有了新生的希望。

了解情况后，陈兵买来了一套《法
律普及读本》， 作为硬性任务要求肖犯
阅读有关章节。同时，定期找他谈话，给

他讲政策、讲法律、讲人生规划，还适当
调整了他的劳动岗位，并从生活上给予
额外的照顾。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通过
他的帮教， 肖犯从此像换了个人一样，
心态变好了，生产任务完成了，减刑奖
励分提高了。

2014年， 肖勇因符合调学减刑条
件而减刑出狱。刑释后的肖勇给陈兵写
来了充满感激之情的书信，信中说：“陈
干部像一名良医， 治愈了我心灵的顽
疾！”

成功化解监管险情。2013年12月
的一天夜里，正在值班的陈兵发现涉毒
的“三无”犯吴某欲上厕所，动作非常
轻，连鞋也没穿。这一细节引起了他的
注意，他急忙跟过去将该犯从厕所里叫
出来。经询问发现，原来，吴某在前一天
得知妻子离家出走了，扔下两岁的孩子
和身患重病的母亲无人照顾。性格内向
的吴某自愧上不能尽孝、 下不能尽责，
悲观厌世，想一死了之，幸亏陈警官心
细如发，及时识破。经过陈兵苦口婆心
地劝诫，吴某解开了死结，成功避免了
一起服刑人员自杀事故的发生。

2015年6月15日晚，陈兵在监内值
班，16日一大早，他就忙着巡查监内情
况，清点押犯人数，然后带领服刑人员
出工。下午，监区召开支部大会，评选
2015年度优秀党员，陈兵高票当选，并
作了表态发言。 这时陈兵感到身体有
点不适， 患有高血压的他认为只是昨
晚值班没休息好的缘故， 并没有停下
手头的工作。

看到陈兵脸色不好， 监区领导关切
地说：“陈兵，你生病了，快到医院去看看
吧！”陈兵却轻描淡写地说：“没事，顶一顶
就过去了！”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下班。

6月17日凌晨1点， 感觉实在支持
不住， 他才叫妻子打120急救电话。待

救护车到达时，陈兵已失去知觉。经医
院诊断为高血压造成脑溢血， 抢救无
效，不幸逝世，年仅37岁。

1999年7月，21岁的陈兵由省司法
警官学校毕业招入湖南省岳阳监狱，
成为一名狱警， 同年10月借调至东安
监狱工作；2001年5月回到岳阳监狱；
2002年4月，被岳阳监狱派往驻长沙水
产销售部工作；2005年8月借调至省监
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工作；2007年11
月因工作需要调入邵阳监狱。 一次次
工作调动，一次次与家人骨肉分离，陈
兵总是听从组织安排，忠于党的事业，
无论在那个岗位，他都饱含激情，工作
有声有色。

【忠诚】病情突来，不下“火线”

【担当】尽职尽责，甘当“老黄牛”

“陈兵是个好人，一个心
里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的
人！” 相处多年的同事如是评
价他。

工作上非常出色的陈兵，
生活上却有着常人难以相信
的拮据。 在邵阳监狱工作4年
后，妻子才从省茶陵监狱调入
邵阳监狱工作。夫妻俩仅仅换
租了一套40多平米的房子，两
张简单的木床、一张由几块木
片拼钉起来的简易餐桌就凑
成了一个“家”，直至2013年才
在亲戚朋友的帮衬下加上贷
款购买了一套小面积单位集
资房。

因工作的需要，他先后调
动过多个单位，与爱人长期两
地分居， 常常是居无定所，劳
燕双飞。 他妻子曾两次怀孕，
都因忙于工作无暇照顾而导
致妻子流产，直到去世也没有

小孩。
陈兵是个大孝子，他时常

对爱人说：“我们与父母都远
隔千里， 没能好好孝敬他们，
心中十分愧疚。” 几乎每天他
都要给父母打个电话问候一
下。 同时他也是大家公认的
“好丈夫”，在生活上对妻子百
般呵护，一有时间，他都会主
动买菜做饭、洗衣做浆。

他对自己“吝啬”，但对别
人却非常慷慨。 一次他得知，
四监区的服刑人员魏某因家
庭困难，妻子离婚，孩子辍学，
自己在监内也无钱购买日常
生活用品， 思想一度消极。二
话没说，他就给魏某买了些内
裤、牙膏、卫生纸等，并带头捐
款300元， 为该犯筹集到了爱
心款7000多元，帮助该犯解决
了孩子上学和生活问题，使其
能够安心服刑改造。

【奉献】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被赞为“好人”

湖南省邵阳监狱因公殉职民警陈兵

我省三成考生已被高校录取
本科三批投档分数线公布，省内高校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最高

本三批A、B段合并录取

今年湖南本科三批录取控
制分数线文史类为435分，理工
类为406分。在湘院校文史类分
数线最高的是长沙理工大学城
南学院472分，湖南师范大学树
达学院和湘潭大学兴湘学院紧
随其后，都是469分，湖南农业
大学东方科技学院465分，湖南
商学院北津学院464分，湖南科
技大学潇湘学院和湖南中医药
大学湘杏学院都是462分。

理工类最高的也是长沙理
工大学城南学院452分，其次是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445分，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444分，湖南
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441分，

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440分，湖
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438分，湖
南中医药大学湘杏学院437分。

今年我省将本科三批的A、
B两段进行了合并，录取时间较
往年缩短一周， 但是投档录取
仍和以前一样， 按平行志愿投
档， 投档后由招生院校择优录
取。录取时间安排在7月29日至
8月4日， 参加该批次录取的院
校共计188所， 计划在湘招生
21128人。本科三批设置了一次
征集志愿， 征集志愿时间为8月
2日8:00-18:00。

待录考生保持手机畅通

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

生：农林、航海、地矿类等外省
院校及在湘院校在征集志愿投
档时如生源不足， 可分别在同
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内
按高分到低分投档录取。 考生
在录取期间应保持手机、 电话
畅通，以便招生院校及时联系。

截至7月29日10时，前三个
批次共录取本科新生135034
人（含各种特殊类型招生）。本
科提前批录取新生16166人；本
科一批录取新生39387人（含自
主招生、 预科班、 高水平艺术
团、 高水平运动队等录取人
数）； 本科二批录取新生79481
人（含预科班、高水平运动队等
录取人数）。

今年全省本科二批录取平

稳顺利，考生志愿有效性较高，
考生选择机会较多， 录取满意
度较高。7月22日， 本科二批平
行一志愿按计划和投档比例应
投78900人， 实际出档72975
人， 出档率达92.5%。7月25日，
全省共有22002位考生填报了
本科二批征集志愿， 共录取考
生6396人。

经与招生院校协调，本科二
批的大多数高校调档比例设置
在1∶1.05以内， 尽可能减少考
生退档，降低考生填报志愿的
风险。同时，及时公布了院校
投档分数线以及每个院校最
后一名考生的语数外成绩；定
时向社会发布考生录取信息，
录取动态信息每天更新3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