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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刚刚结束， 网络上各种

“高考零分作文”就已经开始大规

模传播，配以“轰动全国”“惊世

神作”“看哭了” 等字眼，收获了

不少的阅读量和关注度。 那么这

些“零分作文”是真的吗？

经记者调查，近期流传广泛的

零分作文《中国式平衡》，在 2013

年已经被辟谣，该文章并不是真的

高考作文。某游戏微信公众号于 6

月 8日发表的《2018年高考零分

作文新鲜出炉，你们来感受下》的

文章，包含了多个省份的高考作文

题目和答卷片段，然而在文章后面

则大篇幅为其游戏产品做广告。

另有一篇 《2018 北京高考首个 0

分作文：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

国发展中成长》 最早在 6 月 7 日

就被发表出来，文章末尾也涉及商

业推广，且该文章在其他网站也被

发表，只是改变了末尾的商业推广

段落。

在来源方面，几乎所有的“高

考零分作文” 都没注明来源出处，

甚至没标明哪个省的考题。 从时

间上看，这些“零分作文” 的发布

时间甚至在高考结束之前。 而在

内容方面，一些作文字数也远超规

定的 800 字，部分“零分作文” 在

最后俨然成为了商业推广的 “软

文” ，大多以恶搞、嘲弄为主。

记者在网络搜索关键词 “高

考零分作文” ， 结果出现 “高考

网” 、“作文网” 等众多商业性网

站，在这些网站当中，汇总了历年

来大量的“高考零分作文” ，打开

这些网站， 可以查到从 2002年到

2018年全国不同地区的“零分作

文” 。 记者联系了其中一家网站，

该网站工作人员说，所有的零分作

文“都是从网上搜的” 。

事实上，早有阅卷老师表示，

“只要题目写正确，就有 2分” 。而

且目前高考阅卷都是以电脑阅卷

为主，以高考作文阅卷为例，每篇

作文都是由两个评卷员进行评阅，

如果两个人给出的分数加起来，误

差大于规定的分值，就要交到第三

方进行评阅，如果误差仍然大于规

定分值，将由学科评卷组组长进行

评阅，直到分值在允许的误差范围

内，评分才算合格，同时阅卷老师

只允许带笔和纸进入阅卷点。

在这样的规则下，作文得零分

不容易，阅卷老师在紧张的阅卷环

境下将所谓“零分作文”拿出来更

不容易。 所以众多 “高考零分作

文” 在高考刚结束甚至还未结束

的时候就大量出现， 显然不合常

理。开头提到的《2018年高考零分

作文新鲜出炉，你们来感受下》的

微信文章，作者在回复网友留言时

写道：“这是昨晚小姐姐熬夜写的

你信吗” 。 据《人民网》

网传高考零分作文 都是假的

高考结束，目前正是改卷时间———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育学博士

贾琼女士，因教导自己的孩子考入

哈佛大学， 受到不少家长关注，被

戏称为“哈佛妈妈” 。 她分享了自

己的育儿经验。

贾琼博士称， 日常生活中，她

更喜欢和孩子一起成长，做孩子的

榜样，身体力行，而不是站在道德

的制高点要求孩子。 比如一起读

书，一起分享读书笔记、读书感受

等。 当孩子遇到困难挫折时，她会

鼓励孩子在问题中寻找方法，找到

技巧， 而不是拘泥于眼前的困境。

因为不管什么苦难，终究都只能成

为过眼云烟。

现代社会，是开放和创新的时

代，贾琼博士更喜欢鼓励孩子大胆

尝试，去自己体验和感受，而不是

用成人的经验强行指导。

她认为，父母的经验或者书本

的知识不能替代孩子自己的体验

与感受。 随着时代进步，父母的经

验只能代表过往，面对 10 年 20 年

后的社会，过往的很多成功经验不

见得奏效，因此，她鼓励孩子勇于

尝试，只有亲身经历后的才是真正

的收获。

本报记者 李雯文

美国名校教授 指点留学迷津

高考刚结束，不少考生及其家长将目光转向国外。 6月 9日，由乐湾

国际学校主办，贵州立思辰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外名师教育

论坛正式举行， 美国排名第 18 名的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的梁霞教授、

“哈佛妈妈”贾琼博士等专家现身贵阳，解答平时容易出现的留学误区，

更为家长们传授了一些育儿经验。

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从 1994 年至今，梁霞教授都

在美国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任

教，多年的教学经验，让她对留学

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她建议留

学越早决定越好， 因为部分院校

有“早决定”或是“早申请”原则，

前者表明考生同意且只能申请这

一所大学， 而学校也会在正式录

取前提前录取申请“早决定”的学

生，且分数比正常录取偏低一些。

具有“早申请” 规定的学校，一年

有几次录取机会， 但是同学若有

其他更好的选择， 可以放弃其录

取机会。

针对大学该如何选择， 梁教

授表示，全美国有四千多所学校，

其中前 300名已经足够优秀，足以

帮助年轻人成才。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找到一

个最有名的学校， 例如常春藤联

盟校， 而是找到一所最有利于自

己进步和成长，以相对合理投入，

得到最大产出的学校和专业。 ”梁

教授说，大学并不是越大越好，一

些文理学院总体排名不靠前，只

是因为其专业相对不全， 其实从

师生配比上看， 文理学院更为合

理， 且研究生比例会大于一些大

型大学。 从录取上来说，有的文理

学院录取难度还要更大， 例如她

认识的一位学生没有得到 williams�

college 的通知书， 同期却通过了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的考

试。

课程提前学 大学更轻松

中国学生考美国大学， 主要

考 sat 和托福， 对此， 梁教授提

醒， 美国学校不仅考察高中的平

时成绩， 还考察学生所读学校在

当地排名情况， 还有一些课外活

动和社区服务， 如公益服务的情

况等。 她建议同学的兴趣爱好应

该具有一致性， 在基础上不断进

步， 公益项目也应该做到坚持不

懈。 对于想选择好大学的同学，梁

教授则建议考虑提前学习大学课

程，并进行一些相关的考试，这部

分成绩属于锦上添花， 成绩可以

直接转入大学算学分， 又能增加

被录取的几率。

对于常见的选学校还是选专

业这个问题， 梁教授表示美国不

少学校都同意学生进校读一到二

年后，再选择专业，所以刚开始选

课程的时候，可以适当放宽范畴，

选择不同类别的课程， 这样有利

于确定自己的兴趣方向， 从而选

取专业。 若选课失败，学习成绩不

理想，也能通过退课来处理。 不少

大学规定选课后 2 周内退课，学

校可以不显示成绩。 一些文理学

院，如 williams� college 允许学生每

学期有两门课分数不显示在成绩

单上面。 若到期末考试了学生才

发现无法过关， 那么也可以提出

退课要求，这样成绩单会显示“退

课” ，这比考试不及格要好得多。

“哈佛妈妈” 传授育儿经验

随着今年高考在各地落下帷幕，有

不少考生在经历紧张考试后却不知如

何科学放松，身体和心理仍处于疲惫状

态。 专家建议，高考后放松勿放纵，积极

休息睡好觉是关键，有利于将身心调整

到最佳状态。

不少考生反映，为了备考，每天都在

繁忙、紧张中度过，特别是在冲刺迎考的

最后阶段，有的考生睡眠质量差，甚至半

夜惊醒。 新桥医院神经内科心理咨询专

家戴光明介绍，也有许多考生认为高考

后就可以彻底放松了，甚至把放松变成

了放纵，不分昼夜地上网、聚会。

戴光明说，其实从复习、考试到等待

录取通知书这个阶段，考生承受着较大

的身心压力。 考后如果骤然放松，不合

理安排和调整生活状态，可能会导致以

后在新的学习环境中形成焦虑、抑郁、人

际交往困难等适应障碍。

专家建议，考生考后放松的关键是

积极休息，保证健康、规律的作息时间，

白天可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阅读一些

有益的课外书籍和外出旅游等。 在白天

调节放松的同时， 每天晚上保证有 8 个

小时高质量睡眠时间，这样有助于身心

健康。 据新华社

专家提醒高考学生：

考后放松勿放纵

近日， 北京润丰学校贵阳分校推动

教改，精心打造的“和逸心课堂” 正式上

线。 学校从全国课改名师中遴选出专家

团队作为课改指导， 以学科教研组长为

骨打造教师队伍， 以课堂教学模式改革

为突破， 形成富有自我特色的小组合作

学习教学体系，实现课堂教学的变革。

据悉“和逸心课堂” ，是通过“生本·

自主” 合作学习课堂模式，落实“以生为

本” ，唤醒学生的自我成长意识，最大限

度把课堂“还” 给学生、把时间“留” 给

学生、把舞台“让” 给学生、把快乐“分”

给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首次课堂建模展示中， 学校六位

中青年教师根据“同组异质，异组同质”

的原则建立合作学习小组， 充分发挥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取得了良好效果。同

学们表示，非常喜欢这样的课堂。

本报记者 李雯文

北京润丰学校贵阳分校

推出线上课堂

扫描二维码

关注黔学堂

创办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

秉承着“敢闯敢试、求真务实、改

革创新、追求卓越” 的精神，成为

高等教育领域速度与质量并举的

名片。昨日，南方科技大学 2018年

本科自主招生能力测试在筑举行。

25个席位，只待优秀的你。

作为新一轮中国高教改革创

新的践行者和样本，在南科大，教

师 90%以上都拥有海外工作经验。

2017年底，第十四批国家“千人计

划青年” 项目，南方科大有 13 人

入选，排名全国第十一位。 短短六

年时间，获批成为博士授权单位，

成为全国最快获得博士授权单位

的高校，在理工基础学科获得的授

权点， 更彰显学科水平全国竞争

力。

本科生实行书院制管理，本科

生大一大二不分专业，2012 年在

全国率先推行基于高考的“631”

综合录取模式进行自主招生，小班

教学，英文教学等等，是学校立校

的特色与基础模式。

近几年来，该校毕业学生就业

率保持在 98%以上，连续三年出国

比例全国第一，其中首届毕业生出

国深造的比例达到 80%以上，深造

的学校均为牛津、加州理工等世界

名校；2017年，17名同学集体签约

华为，起薪 20余万元。

南科大进入到稳定办学阶段，

在全国只招约 1000 名本科生，在

贵州 2016、2017年均招收了 25名

优秀理科生，生源质量每年都有显

著提升，2017 年达到全省前 3100

名左右。 2018 年共有 617 人报名

南科大， 仅有 250人通过初审，今

年预计在贵州仍然只招 25 人，竞

争激烈。

为方便广大考生和家长，南科

大在黔设有能力测试点，学校将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上午九点至十

一点半在位于云岩区大十字中山

西路 77号华亿大厦的贵阳中财会

计培训学校举行机试。 并于 2018

年 6月 14、15日，上午九点至十二

点，下午两点至六点，在位于贵州

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 77号百

灵国际公寓九楼的百灵国际公寓

举行面试。

本报记者 孙维娜

南方科技大学 2018年本科自主招生能力测试在筑举行

25个席位 只待优秀的你

省教育厅、省卫计委近日联合下发

通知，我省今年将招收 800 名免费医学

生。

其中，本科 400 名、专科 400 名，对

参加高考统一录取的考生，实行单列志

愿、单独划线、提前录取。

其中，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学院

各招收 150 名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层次

免费医学生。 贵阳中医学院招收 100名

中医学专业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 专科

层次免费医学生由遵义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毕节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黔南民

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黔东南民族职业

技术学院和贵阳护理职业学院招收。

据省教育厅官网

我省今年将招收

800名免费医学生

梁霞教授在分享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