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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加分乱象久已有之， 体育类加
分项目更是高考招考腐败的重灾区。 近
日， 随着辽宁体优生加分造假事件真相
浮出水面， 如何避免权钱交易玷污教育
公平的讨论再次爆发。

今年高考成绩公布后， 辽宁部分家
长对体优生加分情况提出质疑。为此，辽
宁成立联合调查组，随后全省270名体优
生主动放弃加分资格。7日辽宁省教育厅
证实， 本溪高中存在通过虚假手段为部
分考生获取国家二级运动员等级证书等
问题，目前涉案人员已被立案调查。其他
802名加分考生资格复核向社会公示。

实际上， 今年的高考加分项目已经
收紧，为何加分作假行为屡禁不止？针对
公示的802名体优生资格疑点犹存的问
题，辽宁省招考办称，成绩没有达标却获
得二级运动员称号， 应该由辽宁省体育

局解释。由此可见，高考体育加分的管理
漏洞，不仅存在于教育管理部门，也涉及
到了体育管理部门， 而联动机制和监管
的缺失，让暗箱操作有了可乘之机。

高考体育加分本来是为倡导素质教
育而设立的政策， 鼓励学生发展体育兴
趣和特长。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
政策执行得过于随意， 相关审核沦为摆
设，逐渐变成权钱交易的渊薮。有的学校
把学生当作炫耀政绩的工具， 有的体育
机构把学生当成摇钱树。

公平是高考的生命线。 高考加分乱象
值得警醒， 对造假者的追究要持续下去，不
能大事化小。唯有一查到底，彻底瓦解加分
利益链的每一个环节，才能有效打击加分造
假的现象。同时，还必须针对高考制度的漏
洞，做出针对性
的顶层设计，才
能还公众一个
公平的高考。

教育部：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高校要加强对体育特
长生等特殊类型考生录取结果的监督检查， 开展入
学专业测试复核。在复核中不达标的学生，一律不予
学籍注册或予以取消学籍。对有关案件会一查到底，
对涉案人员一个不漏、零容忍。”教育部8日要求。

针对河南、 辽宁部分高中体育特长加分资格人
数过多问题，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8日表示，已要
求河南、辽宁认真调查，对举报反映高考加分存在的
问题进行彻查；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
关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下一步， 教育部将研究制定进一步减少和清理
高考加分的政策， 重点减少加分项目， 降低加分分
值，严厉打击加分资格造假。

教育部已设立 24小时高考监督举报电话
66092315/66093315，接受社会和媒体监督举报。

“鸡肋”政策何去何从

“加分疑云”不能大事化小
孟姣燕

辽宁本溪中学87名体优生加分涉嫌造假一事还在调查， 河南漯河中学又被曝光有74名考生通过虚假手段获国家二
级运动员而加分……体育加分政策再一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加分程序和公示遭受质疑———

高考体育加分政策走过近30年，近年来
因频曝丑闻而备受质疑。 体育加分政策如何
保障公平？ 未来何去何从？

教育部8日表示， 将研究制定进一步减
少和清理高考加分的政策， 重点减少加分项
目，降低加分分值，严厉打击加分资格造假。

高考体育加分乱象
国家二级运动员高考享受加分政策始于

1986年， 旨在鼓励学生注重全面素质的培
养，但近年来却成为部分考生非法获取加分
的“捷径”。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高考体育加分趋
于三集中：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或中心城市
集中，向少数名校集中，向个别项目集中。

由于体育加分全程不透明，外界很难监
督。 一些熟悉加分内幕的知情人介绍，一些
名校会组织成绩靠前的学生参加冷门项目的
竞赛，为他们上清华、北大铺路。

本溪高中87名体优生中有25名游泳体
优生， 其中14人都是在2013年1月广西南宁
举行的全国少儿游泳冠军赛获得的二级运动
员资格。

辽宁省处置体优生高考加分问题联合调
查组5日公布， 全省1072名高考体优生中，
270名考生放弃加分资格， 他们将按取消后
的成绩参加高考录取。 2014年辽宁省高考录
取工作将按计划如期进行。

辽宁省委宣传部7日宣布， 辽宁省纪委
监察厅已会同本溪市纪委监察局组成专案组
对本溪高中2014年体优生高考加分问题开
展立案调查。

经初步调查，本溪高中存在采取虚假手
段为部分考生获取国家二级运动员等级证书
等问题。 目前，涉案人员已被立案调查，部分
涉案人员已被采取措施，相关调查工作正在
深入进行之中。

武术项目成加分“捷径”
7日， 记者从河南省招生办获悉， 河南

漯河市中学74名考生体育加分事件中， 已
有4人放弃加分资格。 在此事件中， 武术项
目是最大的“注水孔”。

2013年河南省青少年传统武术锦标赛，
800人参赛，最终“量产”了445名国家二级运
动员。 而举办这项赛事的河南省新乡市，全
市110人参赛100人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资
格，其中，80余人获得今年高考体育加分。

赛事设置存诸多不合理之处。如，整个赛
事设置200多个组， 每组参赛人数不超过10
人，很多甚至只有四五个，而每组前3名就有
资格申请国家二级运动员。

郑州一位考生家长打电话告诉记者，曾
有人动员他为孩子办个国家二级运动员证
书，也就一两万的事。

新乡市武术协会主席阎志国说， 当地学
校确实会组织学生参加武术比赛。“学生跟学
校签协议，每人一万多培训费，学校从外面请
武术教练，一个礼拜三四节课，暑假再突击训
练二十多天就可以参加比赛。 ”

“说白了，就是为了给高考拿证的人办的
比赛。”河南济源一家武校的校长则直道玄机。

加分政策成“鸡肋”
名校高分考生获得体育加分， 看似全面

发展，实则暗藏“猫腻”。一些教育界人士告诉
记者，考生想要通过体育、艺术特长选拔，需
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培养专业素养， 文化课
学习往往难以兼顾，这也是体育类、艺术类专
业录取分数线远低于普通专业的重要原因。

“如今，体优生集中在少数名校，集中在
高分段考生，很难让公众信服，甚至教育界内
部人也感到不可思议。”一位从事中学体育教
育10多年的老师说。

加分政策能选拔出体育人才吗？ 这位体
育老师告诉记者，事实上，很多有体育特长的
考生并不会选择“加分之路”。 反而是很多家
庭条件优越、学校有相关门路的考生，会选择
突击搞体育加分。

北京某高校体育美育部主任宋老师说，
体育加分既不能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也难以
选拔出体育人才，日益成为一项“鸡肋”政策。

体育加分何去何从
“体育加分日益成为少数特殊群体考生

独享的优惠，加剧社会不公。 ”南京师范大学
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说。

有教育专家指出，当前，包括体育加分在
内的一些高考加分政策随意性强，“含金量”
屡受质疑，亟须规范清理，砍掉不合理的乱加
分，防止高考加分政策异化，损害教育公平。

据了解，江苏、山东等已停止高考体育加
分， 但部分省区市对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资
格的高考考生加分仍屡屡曝出过多过滥问
题，专家表示，体育特长加分政策的负面效应
大于正面效应。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本报7月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姚家琦） 随着中小学陆续放暑假，医
院的学生患儿骤增。 记者今天从省儿童
医院获悉，仅7月7日，该院门急诊挂号就
诊人数就达8173人， 突破该院建院以来
历史纪录。 不少家长称此，“场面堪比春
运”。

省儿童医院门诊办主任陈杏芳介
绍，一方面孩子因贪吃冷饮、贪凉吹空调

等患上“暑期病”，另一方面很多家长是
利用假期对孩子进行非急性病的治疗，
导致医院门诊量骤增。除感冒发烧外，主
要集中在儿童保健所、眼科、耳鼻喉科、
口腔正畸、泌尿外科、普外科等专科，去
年暑期仅儿童保健所， 就诊量就达到
48262人次，其他热门科室就诊量也超过
2万人次。 记者从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
眼科、耳鼻喉科等科室获悉，学生患者也

比平时增加了数倍。
为了应对学生就诊高峰， 省儿童医

院已启动暑期医疗高峰应急预案， 采取
增派医生、开辟专场、取消休假、延时门
诊、 行政导诊等多项措施来方便患者就
诊， 医院门诊窗口挂号提前到6时30分，
门诊医护人员上班时间从每天8时提前
到7时30分。医院建议，非急症患者可错
开周一到周三，选择周四、周五或周末门

诊看病；8时到10时30分是看病高峰，10
时30分以后看病的人相对就会少些，市
区患儿最好选择下午就诊； 学龄前期非
急性病儿童，建议避开暑期高峰就医。

该院副院长肖政辉提醒， 不要盲目
“迷信”专家号。建议初诊的患儿先挂普通
门诊，进行必要的检查化验，拿到结果后
如有需要再看专家门诊，这样既不耽搁病
情，又能提高看病效率，还节约了费用。

三百年不倒
“九芝堂”

本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刘俊敏

“修合无人见， 存心有天知”。
“药者当付全力， 医者当问良心”。
这是九芝堂几百年来的古训。
如今， 这古训不仅高挂在九芝堂公司的办公大楼， 更

成为了每一位九芝堂人的职业道德操守。 这家前身为“劳
九芝堂药铺” 的公司， 创建于1650年。 总经理徐向平说：

“九芝堂屹立三百多年不倒，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诚信的
坚守， 把诚信看成是企业的生命。 作为传统中药文化的传
承者， 今天的九芝堂人一如既往地在坚守： 宁丢市场， 不
丢品质； 宁少利润， 不少良心！”

近几年， 由于药品招投标采购中“惟低价论” 的影
响， 不少品牌企业鉴于价格与利润的原因不得已放弃了医
院等市场。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就是受此政策影响较大的产
品之一， 虽然丢掉了医院这一大的市场， 但六味地黄丸仍
然是九芝堂最畅销的产品之一， 它和公司的另一拳头品种
驴胶补血颗粒双双销售数亿元， 成为国内具有强大品牌优
势的两大滋补品类。 在放弃部分市场的情况下， 坚守品质
的九芝堂仍然获得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九芝堂一名药材供应商说， 做九芝堂的供应商是幸福
的也是痛苦的。 幸福的是， 公司在国内首创的原药材“双
盲采购招标法”： 即质量评价小组的成品不知道药材供应
商的名单、 不知道药材的价格， 完全以材质来评分。 这一
客观公正的采购招标法在供应商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吸
引了一大批有资质、 有实力的供应商与公司建立长期战略
合作关系。 痛苦的是， 在九芝堂， 供应商如果想以次充
好， 一次性通过采购管控关卡基本不可能， 每个月都有
30%左右的原材料经过检测达不到采购要求需要退货。 九
芝堂采购部有一位退休后被公司返聘、 年近七十的中药材
辨别泰斗———易振球老先生， 他从事了几十年的药材采购
和质量管控工作， 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准确辨别出十八种
以上柴胡种类的中药专家。 不管国内药材市场如何变化，
他始终坚持还原药材本质的辨识原则， 同时结合药典及自
身经验， 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特别是公司所用主要中药
材品种易混淆品的辨别， 以每周五授课的形式集中传授，
九芝堂人的辨药技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很好的运用及传
承。 九芝堂经营的中药饮片、 贵细药材以及生产用原药
材， 有如此专业的团队把关， 更加确保了所采购药材品种
的质量、 药效。

九芝堂人视诚信为生命， 对诚信的坚守几百年如一，
从原料采购、 生产流程、 质量检验、 产品销售到企业管理
等每一个细节都以诚信为准则， 严把产品质量关。 九芝堂
传统中药文化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 公
司已发展成为工、 商、 研一体化的现代大型医药企业。

本报7月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姜新任） 暑期高发的意外伤害事故，
不断敲响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自救互救
教育的警钟。 今天下午， 350多名学生
和家长报名参加的暑期青少年自救互救
知识培训， 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省人
民医院、 省儿童医院的红十字救护培训
学校同时拉开序幕。

暑假期间， 由于缺乏学校老师和家

长的监管， 缺乏预防事故的意识， 缺乏
应急救护的技能和经验， 导致青少年意
外伤害事故频繁发生。 去年暑假期间，
省儿童医院接诊各类骨折、 误服药物毒

物、 气管异物、 溺水等急重症意外伤害
共计超过3500例。 意外伤害已经成为未
成年人致死、 致残最大的因素。 专家认
为， 通过教育和预防， 80%的中小学生

伤害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据了解， 该培训由长沙市红十字会

组织， 由医院的急救专家统一授课， 分
为理论课和操作课分组练习， 省儿童医
院重点面向低年级小学生进行常用急救
知识讲座， 湘雅医院重点面向体力较强
的初中以上学生和家长开展心肺复苏训
练， 省人民医院既有理论培训， 也组织
分组练习。

本报7月8日讯 （通讯员 崔建华 记
者 柳德新） 7月5日18时， 暴雨如注。
常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机房里， 工作
人员轻按键盘、 轻点鼠标， 转移群众的
指令迅速下达到全市各个山洪灾害防治
预警点。 该市防指办公室主任何文祥介
绍， “文字指令会自动转换成语音， 然
后在各预警点的广播中播放出来， 当地
村民通过广播能够及时了解雨情、 水
情， 并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仅仅1个小时过后， 各乡镇就陆续
反馈信息： 官岭镇鹅峰村、 鹅桥村、 双
溪村， 庙前镇双义村， 新河镇合心村、
高朋村、 灯平村、 新坪村， 胜桥镇田园
村、 建成村等位于山洪灾害预警点附近
的村民共3245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地
带。 当晚， 上述山洪灾害预警点发生山

洪灾害12起， 但人员安然无恙。
这是常宁市发挥县级山洪灾害监测

预警系统作用的一个缩影。 该市兰江乡
老鸦桥村应子组村民老袁指着村里的预
警广播主站说： “这个广播， 下雨前会
提示我们； 下暴雨时也会提醒我们， 晚
上睡觉都踏实些。”

据悉， 2011年， 在国家防总支持
下， 常宁市建成山洪灾害防御非工程措
施， 共建成自动雨量站16个、 简易雨量
站323个、 简易水位站40个、 水位雨量
一体化站8个、 预警广播主站71个、 监
测预警平台系统1套， 在防御山洪灾害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6月以来， 该
市经历了7轮强降雨， 发生各类山洪灾
害数十次， 但都得到及时预警， 全市无
一人伤亡。

暑期学生就诊“场面堪比春运”
·省儿童医院日接诊超8000人次，创历史新高
·专家建议，非急症患者可错开周一至周三，市区患者最好选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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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了，安全不容忽视
350多名学生和家长参加自救互救知识培训

山洪来临前，1小时转移3245人

常宁市打通山洪预警“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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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享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郑州7月8日电 6月17日， 媒体报道了
河南省杞县、 通许县高考替考舞弊案件。 目前， 案
件已基本查清， 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公安机关共调查询问110人， 移交相关部门党
政纪处理75人， 其中立案侦查9人， 刑事拘留5人。

目前， 河南省对10名被替考考生， 给予取消各
科次考试成绩、 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3年的
处理； 涉案的11名替考枪手， 已上报教育部， 建议
按有关规定从严处理。

对教育系统内相关涉案人员， 充当牵线人的5
名工作人员开除公职，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给予主
动交代配合的8名教师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对没有
尽到职责， 造成完成替考的45名监考老师， 给予记
过处分。

河南省还对替考事件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
理。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杞县教体局党委副书记、 副
局长， 杞县教体局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杞县教
体局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 杞县教体局党委委员、
大同中学校长和通许县教体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
通许县教体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兼通许县第一高中
校长给予撤职处分。 对杞县高招办主任和通许县高
招办主任、 通许县城关镇下洼学校校长给予撤职、
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对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杞县教体局局长、 通许县
教体局局长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对负有重要领
导责任的杞县、 通许县分管县领导和开封市招办主
任等3名处级干部给予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处分，
其中开封市招办主任被免职。

对滥加分涉案人员
“零容忍”

河南查处高考替考舞弊案

7月8日，消防员在紧急施救。当日上午10时左右，江华瑶族自治县消防大队接到报
警，该县沱江镇同济医院，一小孩手指被卡在玻璃门门缝无法取出。接到报警后，消防官
兵赶到现场，迅速地解决了问题。 李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