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2016高考

短评

□本报记者 杨万东

今年高考，河南的作文材料是一幅漫画。
漫画的上部分，左边的孩子考试得了100分，脸
上有一个吻；右边的孩子得了55分，脸上有一
个巴掌。漫画的下半部分，左边孩子的成绩下
降到98分，脸上有一个巴掌；右边孩子的成绩
上升到61分，脸上有一个吻。作文要求，结合
漫画的内容与寓意，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
章。

如何写好这个作文？文章主题是什么？
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市第一中学、郑州市第
十九中学的三位高三语文老师的观点基本一
致：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河南省实验中学老师黄颖说，材料给出的
漫画，图中元素并不复杂。漫画通过纵横两组
对比手法，表现了评价孩子的评判标准：唯分

数论。考试得分高的，或分数有提升的，就得
到奖励；反之则得到批评。这种评价教育的思
维接近现实。但问题是，这种评价标准对吗？

如此读图之后，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写：如
何看待分数；如何对待孩子成绩的进步与退
步；如何从学习成绩的提高与下降看生活中
的进与退；如何辩证地看待工作成效的进退
与奖罚。

郑州市第一中学老师吴一平说，漫画题材
对学生来说并不陌生。如果学生的语言能力
没问题，写好这个作文难度不大。

从立意来看，写作角度并不狭窄，不同的学
生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漫画里标识的数字、
吻与巴掌，显示了外界对学生本身的评价，评价
来自学校、家长或社会。从分数高低、变化去评
价成败，揭示了教育功利化的倾向。

立意之后，行文很重要。在题材上，写成

议论文比较合适。每个学生都有考试的经历，
如何对待分数，每人都有切身体验。文中要有
经过理性过滤之后的观点。这篇作文也足以
考验学生语言文字功底，文字功底高的应该可
以写出优秀的文章。

郑州市第十九中学老师盖长钦说，这个漫
画是没有标题的，这就要求学生要有读图能
力。脸上的吻与巴掌，代表的是奖与惩。分数
高与低、上升与下降，得到的是奖与惩。也就
是说，一个孩子得到的待遇，是由考试的分数
决定的。这样，立意就出来了：勿以分数论奖
惩。“勿以分数论奖惩”比“勿以分数论成败”的
说法更准确。

立意之后的问题是，行文的时候，要不要
泛泛而谈？是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
会教育？一般的学生着眼于家庭教育更合适，
议论起来也更容易找到立足点。②40

□本报记者 马雯

6月7日早晨，河南省肿瘤医院的干细胞采
集中心里，郑州市民郑迎旭与李广义正为两位
身患白血病的患者送去“生命种子”。他们也成
为我省第554位、第 555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
献者。

同怀救人愿望，同样在2006年加入中国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又在同一天进行干细
胞捐助，郑迎旭与李广义把这称为“缘分”。

而这缘分却因一场推迟才注定。35岁的
郑迎旭在郑州登电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作，生
性一副热心肠，谁的事都爱搭把手，“刚入库时
真没想太多，觉得如果配上了，咱就一定帮。”
去年 8月，当得知自己与一位 19岁的河南姑
娘配型成功，郑迎旭非常激动。“人家害怕，你
却高兴。”妻子田丰丽既心疼又欣慰。可就在
病人已进入无菌仓之时，郑迎旭却突发急性胰
腺炎。

“在病床上的时候，我没想过自己的身体，
就只顾着内疚了，总觉得对不住人家。”焦虑的
他几夜都没睡好。当得知中华骨髓库为患者启
动了紧急动员程序，仍无法找到合适的配对者
时，郑迎旭毫不含糊地说：“只要身体允许，还是
让我来。”

病愈后，郑迎旭严格饮食、规律作息、加强
运动。终于，等到这一天，郑迎旭来了。李广义
也在。

比郑迎旭小4岁的李广义十年前就开始等
待这一天。当得知自己的丈夫要为一位江苏的
29岁白血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时，李广义的
妻子窦丽彻底蒙了。“不同意。”她态度坚决。“配
型成功太难了，难道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生
命遭受痛苦？”他耐心劝说。在不断了解捐献情
况的过程中，窦丽终于被丈夫打动了。如今，看
着躺在病床上的李广义，她轻轻在丈夫耳边说：

“没事，有我陪你。”5岁的儿子趴在床边说：“爸
爸真棒，你是英雄。”

“许多志愿者因家属担心、不同意或对信息
了解不全面，导致无法配型。其实捐献并没有
我们想的可怕，随着知识的普及和社会的进步，
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生命接力的队伍中
来。”河南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拥有志愿捐献者资料达到10万余份，非
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数量继续位居全
国第一。②40

□马涛

昨天，当郑迎旭和李广义为两位素不相识

的白血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时，河南，再次保

持了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全国纪录。

郑迎旭和李广义都是普通的工人，但他们

都有一颗大爱之心。从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的那天起，他们就期待着配型成

功，等待着随时召唤。

因为倡导“互盲”原则，捐献者可能连一句

“谢谢”都听不到，但他们没有一丝怨言。相

反，当身体有恙，暂时不能为配型成功的姑娘

捐献时，郑迎旭十分内疚；当面对妻子的不解

和疑虑时，李广义苦口婆心地劝解。

在他们身上，展现了河南人乐善好施、侠

肝义胆、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可贵品格。从

2003 年焦作小伙宋东方、新郑小学老师刘新伟

实现了河南造血干细胞捐献零的突破，到 2005

年禹州小伙王玉超和登封人孙金伟同日为美

国、荷兰的两位患者捐赠“生命种子”……555

位捐献者让“河南大爱”在全球传递，让生命得

以温暖延续。②40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王开放）记者6月
7日从省卫计委获悉，我省将加大县乡公立医疗机
构人才队伍“输血”力度，在去年实施医学院校毕业
生特招计划的基础上，今年将为全省县乡公立医疗
机构公开特招 3800名大专学历以上的医学毕业
生。

具体特招计划如下：县级医疗机构将招聘研究
生100名、本科生1050名；乡镇医疗机构将招聘本
科生350名、大专生 2300名。具体招聘工作由各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自行组织实施，并将招聘方
案公布在人社局或卫生计生委官网上。预计7月
至8月进行网上报名和笔试。

与往年相比，今年特招计划在政策规定上更

为“宽松”。一是招聘单位更加广泛，涵盖了县级
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以及乡
镇卫生院。二是招聘专业大幅增加，针对本科及
以上学历人员，今年新增了医学影像技术、康复治
疗学、医学检验技术、药学、中药学、护理学、预防
医学和医学信息管理等 8个专业，针对大专学历
人员新增了康复治疗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医学检
验技术等三个专业。三是招聘形式更加灵活，对
于报考人数达不到 1∶3比例的紧缺岗位，可直接
采取考核方式招聘。四是报考条件不断放宽，应
届和往届医学院校毕业生均可报考，往届毕业生
也不受毕业年份的限制。报考毕业生均不受地
域、性别、年龄等限制。

特招人员待遇保障及福利政策也更加优厚。
据了解，省级财政对招聘的研究生、本科生按大学
期间费用给予补偿性补助，标准为：研究生每人每
年9500元，补助3年，本科生每人每年6000元，补
助5年。在福利待遇上，对于服务期间暂未入编的
特招生，纳入单位正式人员岗位管理，实行同工同
酬；特招到乡镇卫生院的本科生在日后晋升职称
时，享受一次提前一年晋升职称的优惠政策；晋升
高级职务时，外语和论文不作硬性规定；对特招到
乡镇卫生院的本科生、专科生，为其提供必要的周
转住房；用人单位应与特招毕业生签订聘用合同，
按照政策规定，特招毕业生在基层工作服务时间不
少于6年。③5

□本报记者 李凤虎

6月 7日早上5点，起床洗漱后，家在郑州
市黄河路的高考志愿者李兆宏早早就骑车出
门了。

5点 30分，李兆宏来到郑州九中考点，开
始了当天的志愿服务活动。

搬桌子、抬帐篷、整理物品，李兆宏带领河
南农业大学和河南中医药大学的30余名大学
生志愿者布置高考志愿服务场地。

7点，一同参与志愿服务的郑州的士雷锋
车队送来了由河南爱心粥屋为志愿者精心准
备的免费早餐。

7点 30分，现场一切准备就绪，等待考生
和家长的到来。

7点45分，考生和家长陆陆续续来到考场。
“不要紧张，用平常心去面对就好。祝你

们一切顺利成功！”李兆宏一边给考生送矿泉
水，一边送上温馨的祝福。

看到一位坐轮椅的考生，家长正准备把他

抬下来，李兆宏和志愿者们立即上去帮忙。
9点，考试正式开始，家长们在场外交流、

守候。志愿者们开始给家长提供服务。
“我们志愿者承担的职责主要是为考生和

家长提供现场心理疏导、保健按摩、发放免费
矿泉水。看到他们紧张的情绪得到化解，我们
也觉得很快乐。”李兆宏说。

11点半，第一场考试结束。考生和家长都
离开后，李兆宏上午的志愿服务结束了。“今年
是我第一次当高考志愿者，虽然辛苦，但收获很
多，感触也多。希望我们志愿者的服务，能给考
生和家长带来帮助，同时真诚祝福所有的考生
考出好成绩。”李兆宏说。②40

生命接力
有爱相“髓”

下列经销商为曾经与公示人合作过的商家，公示人已采取多种方式与其联系，截止
到发布本公示前仍无法联系。为了解决该部分商家与公示人之间未办结事宜特此进行
公示。公示期为自公示日期之日起60日。请下列商家在公示期内与公示人联系后处
理遗留的相关事宜（包括债权、债务）。若超过公示期未与公示人联系，即视为放弃所有
债权，公示人有权予以处理。具体商家明细如下：

进岭烟酒批发门市、巩义市城区华洋糖酒副食品经营部、新密市青屏宏伟副食品门
市、洛阳市西工区洛报烟酒店、洛阳市涧西大众便利店、栾川县城关镇祥春名烟名酒、栾川
县农资副食批发部、栾川县潭头镇恒达超市、嵩县亚西酒业商行、汝阳县城红雨杜康酒经
销处、伊川县白沙乡智功百货门市部、伊川县帅兵啤酒门市、偃师市缑氏镇朝红副食批发、
平顶山市湛河区东升商店、汝州市临汝镇学杰商店、新乡市红旗区伟民酒业商行、延津县
西街隆鑫副食批发部、封丘县千饮啤酒批发总公司、长垣县顶旺食品经营部、长垣县开封
杨府酒经销处、望田农村经济合作社新全烟酒门市部、禹州市刘三啤酒销售部、长葛市志
学酒市、漯河市郾城区城关镇三江酒水批发部、渑池建军副食贸易商行、三门峡市卢氏县
建周副食批发部、灵宝市宏农批发部、灵宝市唐盛园商行、河南省南阳市灌河副食、南阳市
金威啤酒经销处、南阳市友谊商行、河南宛城区星达贸易商行、方城县春朝副食部、内乡县
如意人家食品店、周口市文祥商贸有限公司、周口市川汇区刘君副食批发部、郸城县鹏程
副食批发部、淮阳县振兴副食部、西平县清堂酒类经营部、汝南县恒昌货栈。

公示人：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晋中销售分公司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运城销售分公司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大同销售分公司

公示日期：2016年6月8日

公 示

凡人善举
大爱无言

名校老师点评今年河南高考作文——

“成功的标准”是题眼

爱心助力学子

服务

□本报记者 史晓琪

6月7日，高考第一天，当全省82万考
生正在考场奋笔疾书、追逐梦想时，尽心尽
职的政府、心怀期待的亲人、满怀爱心的志
愿者、认真负责的考务人员，以及教育、公
安、医疗、工信、电力、保密等系统的护考人
员，正在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地方，给考生以
支持、关爱和祝福。

一年一度的高考，已不仅仅是考生一
个人的事情。高考第一天，记者来到郑州
一中考点，看社会各界总动员，携手为考
生营造良好环境、呵护青春梦想。

虽然8点 20分才开始进考场，但8点
不到，不少考生和家长已来到考点。

年轻的笑脸，轻快的脚步，考生大都
轻松淡定。考生小王告诉记者：“爸爸妈
妈和老师这段时间对我们格外关心，嘱咐
我们心态好才是考好的法宝。我有点小
小的紧张，但压力并不大，倒是我妈昨晚
一夜没睡好。”

“也知道孩子考试自己帮不上一点忙，
可就是不想回家，在这里等着心里踏实。”一
位家长说出了陪考“家长团”的心里话。

9点多，省领导来郑州一中考点督查工
作，怕打扰到考生，他们就在视频监考室查
看考试情况，殷切嘱咐考务人员守职尽责，
为考生做好服务工作。记者在视频监考室
看到，每个视频监考老师负责4个考场，不仅
要对120名考生的信息进行核对，还要通过
录像监考，紧张而忙碌。

孩子进了考场，很多家长在门外等候。
除了家长，还有很多人在为高考尽自己的一
份力。为使考生顺利抵达考点，多名交警一
大早就分布在附近路段指挥交通，上午汗流
浃背，下午雨湿衣衫。警车里，四名特警默
默守候，他们负责处理突发事件。

解放军第一五三中心医院派出一位医
生、一位护师、一位司机。主治医师丁科说，
能参与“护考”非常荣幸，也深感责任重大。

无线电监测车旁，工作人员也在忙碌。
一切作弊信号和其他干扰信号，都逃不过他
们的火眼金睛。防止高科技舞弊，他们当仁
不让。

就连郑州一中高二年级的学生，也来
为学哥学姐们加油。考生走出考场，他们
贴心地递上矿泉水。而他们，只是很多护
考人员中的一分子。

上午的太阳下，下午的风雨中，还有
很多人在守护……②40

和你在一起

我省将为县乡医疗机构
特招3800名医学毕业生
不受毕业年份、地域、性别、年龄等限制

6月7日上午，2016年高考拉开大幕。一考生在考前抚摸爸爸的头，安慰他别紧
张。⑨2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女儿最棒”。⑨2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微笑出考场。⑨2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祝福·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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