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5 日， 浙江农林大学的

2018 年本科新生录取通知书还

在进行校对中， 该录取通知书以

毛竹为原材料， 运用浙江农林大

学自主研发的刨切微薄竹技术制

作并印刷而成， 相关技术曾获国

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被称为

“史上最有科技含量的录取通知

书” 。

据介绍，该校从 2015 年是使

用该款“最科技” 本科新生录取

通知书， 其制作工艺和材料全国

独一无二， 印刷材料是以毛竹为

原料、 运用该校自主研发的专利

技术加工而成的刨切微薄竹。 每

份录取通知书使用镶夹无纺纱布

的双层刨切微薄竹， 同时使用先

进的热压、 防腐、 印刷等技术处

理， 从而确保录取通知书印刷字

迹更清晰、使用时耐压耐折、收藏

和保存也更容易， 和往年相比，

2018 年录取通知书制作技术进

一步升级，在防腐、耐折、印刷等

多方面有了新的提升。

刨切微薄竹制造技术是由浙

江农林大学自主研发的、 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竹材精深加工新技

术。该技术是以竹材为原料，经竹

片集成竹方，竹方软化、刨切，薄

竹强化等工序制成的大幅面薄片

状竹质材料， 在多个方面有重大

创新，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并先

后获得近 8项国家专利， 曾获国

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浙江农林大学相关负责人表

示， 用学校高水平科技成果制作

的录取通知书，也综合了生态、文

化等元素。 竹子是生态环保的材

料， 在古代就被大量用于制作竹

简，是记录文化历史的重要媒介，

用刨切微薄竹技术制作录取通知

书，向新生传递学校崇尚科技、文

化、生态的价值观，这份更加更生

态环保、 有文化底蕴的录取通知

书， 对于新生来说也更有收藏价

值。 据中新社

第 1招：查录取真假

考生应通过本省教育考试院

（招生办）公布的正规渠道查询自

己的录取信息。 如查询到的信息与

录取通知书一致（包括录取学校名

称、专业和层次），就是经教育考试

院办理了正式录取手续， 否则，就

不是普通高校正式录取的通知书。

家长和考生也可登录报考学校网

站查询学校的新生录取名单。

第 2招：查学校真假

考生收到的录取通知书必须

由教育部公布的具有普通高等学

校学历教育资格的并且当年在本

省招生的学校发出。 这些学校的名

单可在教育部网站、教育部阳光高

考平台、本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或发

放的招生资料上查到。 另外，考生

填报的志愿是高考录取的依据。 如

果考生根本没有报考某一大学，却

收到了该校的 “录取通知书” ，那

么就十分可疑。

第 3招：看录取日程

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送工作

随每批次录取进程陆续进行，将在

7月中下旬进入高峰期。 有的非法

组织或个人，会抢在正规通知书发

放之前， 发放所谓的 “录取通知

书” ，以抢占生源。考生可以根据本

省录取日程来判断录取通知书的

真假。

第 4招：看邮件

正规通知书是通过邮政快递

送到考生手中的，使用的是录取通

知书专用信封，接收此类邮件需要

现场出示准考证、身份证、户口簿

等有效证件。 很多省市还和邮政部

门合作， 开通了 “高考通知书查

询”功能，输入准考证号或考生号，

即可查询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寄送

状态和位置。

第 5招：看校长签名

根据教育部规定，各普通高校

录取通知书除加盖高校章外，还由

校长签发录取通知书，并对录取结

果负责。 考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

后， 可以查看校长的签名对不对，

如果没有签名， 或者签名不对，则

要小心了。（注：高校录取通知书签

发人详见各高校网站）

第 6招：查学籍真假

学信网是教育部官方高等学

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信息查

询的唯一网站, 网址 http：//my.

chsi.com.cn/。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组织相关机构按照国家招生规定

审核考生录取数据，将审核通过的

数据报送教育部汇总复核后作为

高等学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和学

籍电子注册的依据。 高等学校对报

到新生进行录取、 入学资格复查，

对复查合格的学生予以学籍注册，

复查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对放

弃入学资格、保留入学资格、取消

入学资格的学生予以标注。 新生入

学后， 可登录学信网实名注册，然

后查询、核实本人身份信息和学籍

注册信息。

据《人民日报》

教育部支招 辨录取通知书真假

2018 高考结束后， 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进行中，

一些高校录取通知书也开始发放了。 关于录取通知书，有

哪些常识一定要知道？ 录取通知书怎么辨别真伪？ 近日，

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众号发布消息提醒， 一定要

注意甄别录取通知书的真伪，可用以下六种方法来辨别，

以免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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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7日， 全国各地的中加学

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毕业典礼，贵

阳中铁置业中加学校 13 位高三学

生代表也来到人民大会堂现场，与

北京、深圳、安徽等多所国内中加

学校同学们一起，领取中加两国高

中毕业证书，以及加拿大总督学业

奖等各项奖学金。

活动当天，中加学校董事长彭

建华博士、 加拿大驻华大使 John�

McCallum、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教

育部副部长 John� McLaughlin、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李奕等出

席典礼并向每一位毕业生送出了

祝福。

John� McCallum 大使表示，加

拿大一直希望与中国多做一些教

育交流，因此他一年前便来到中国

深圳，希望促进中加双方在教育上

的交流与互动。 他说，自己之前是

一位大学教授，所以深知教育的重

要性， 他希望每一位中加的毕业

生， 都能成为中加友好的大使，并

且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毕业典礼上，嘉宾们还为获得

总督学业奖及各种特殊奖学金的

学生们颁发了奖牌、 证书及奖学

金。学校领导还为所有毕业生们颁

发了中、加两国高中毕业证书和奖

学金。 值得一提的是，贵阳毕业生

王蔚丹同学还获得了加拿大总督

学业奖、加皇国际教育奖、崔氏奖

学金等奖项；王逸豪同学获得了加

拿大 Henry� Birks奖。

“我觉得既隆重又庄严，心里

很激动，也很兴奋。 ” 贵阳中加学

校毕业生张煜隆告诉记者，他已经

拿到了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计算

机科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下个月

将前往加拿大开始大学生活。 他

说， 这是他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

堂，能在这个地方领取自己的毕业

生书，他们全家都很开心，所以父

母及弟弟也特意跟他一起来到了

现场，见证这一神圣的时刻。

据介绍，1997年 3 月 26 日，北

京中加学校在人民大会堂成立，是

第一所实施普通高中教育的中外

合作学校。 中加学校建校二十周

来， 培养了 18 届 15000 多名毕业

生。而贵阳中铁置业中加学校是加

拿大加皇国际教育集团在贵州省

成立的第二校区。学校实行小班化

教学，让每一个学生得到全面而富

有个性的发展。同时在中西融合的

环境下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

其主动探究和学习的欲望与兴趣。

本报记者 谢孟航

13名贵阳高中生 人民大会堂领毕业证

★相关阅读

浙江农林大学

用“毛竹”制录取通知书

记者从河南省招办获悉，为强

化考试招生诚信， 维护入学公平，

今年河南省明确了对违背志愿失

信行为的惩戒措施， 即对于在

2018 年普通高招录取中不履行志

愿约定的失信考生，明年高考志愿

填报数量将受限。

河南省招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升学志愿是考生意愿的体现，也是

考生对录取院校的具体承诺，录取

时充分尊重考生志愿，严格按志愿

投档， 被录取后应如期到校报到。

如果按所报志愿录取后不报到，既

浪费本省招生计划，又浪费高校的

教育资源，客观上也占用了他人的

升学机会。

这名负责人表示，为维护入学

机会公平， 教育考生增强诚信意

识、履行志愿约定，2018 年，对于

在普通高校招生录取中不履行志

愿约定的失信考生，当批次录取电

子档案停止运转。录取后不入学实

际就读等造成招生计划浪费的，

2019 年报名参加高考将限制其填

报志愿的学校数量，在实行平行志

愿的各批次，仅允许其填报志愿的

学校数不超过两个。

同时，考生失信事实将记入其

个人诚信档案，在普通高招录取中

向高校提供，高校作为对考生品德

衡量的依据，可以拒绝录取失信考

生。 据新华社

河南：高招录取后 不入学的考生将受惩戒

日前， 世界围棋冠军唐韦星来到

金华园社区金铄居委会， 参加社区举

办的“爱心文化圈 智力健康行” 围棋

比赛。现场，唐韦星与社区数位居民和

学生开展“车轮战” ，吸引了近百人到

现场观看对弈。

当天上午 9:30， 比赛正式开始，

唐韦星执白棋，让子开启车轮对弈。只

见唐韦星从容踱步于 6 张棋台之间，

时而落子如飞，时而微皱双眉，一招一

式尽显大师风范， 棋手们面对偶像近

距离的“步步紧逼” ，专注应对，从容

沉着。

在近两个小时的对弈中， 棋手们

比得激烈，或举棋沉思，或盯着棋盘微

笑。 观众们看得认真，或轻声讨论，或

驻足不语。 一场毫无悬念的“车轮大

战” 圆满结束，唐韦星以一敌六，轻松

获胜。

“唐老师布局周密、落子精准，和

他对弈，有点班门弄斧的感觉，但今天

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 能得到唐老

师面对面的指教，真是受益匪浅。 ” 一

位居民说道。 另两位小棋手也认为自

己开拓了思路， 他们十分珍惜这次难

得的对弈机会。

金华园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围棋

是中国国粹， 他们今后还将再次举办

类似活动，让棋手们切磋棋艺，交流心

得， 也让更多人喜欢上围棋这项活

动。 本报记者 李雯文

金华园社区举办围棋赛———

世界冠军唐韦星

与居民车轮大战

记者在网上发起的 《暑期花费调

查》投票显示，超半数家长觉得“暑期

给孩子补课，给家庭带来了一定的经济

压力，但为了孩子，值得” 。 相关专家提

醒，暑期教育投资应理性。 家长应该如

何陪伴孩子？ 怎样合理安排，让孩子的

暑假快乐而有意义？

“暑期我报名了幼小衔接班，主要

想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和独立自主能

力。 ” 一名学生家长李红告诉记者。

家住东城区的杨女士告诉记者，自

己儿子处于小学阶段，这个假期用于补

课的费用在 1万元以上。

然而，也有不少家长对给孩子报班

有顾虑和担忧。 家住东城区的吴女士

说：“现在的孩子有点过于拔苗助长

了，但身处的教育环境都是如此，做家

长的也很无奈，不得不选择利用课余时

间把孩子送进培训班充饥。 ”

记者还注意到， 家长对孩子进行狂

热的“烧钱” 教育是少数现象，更多家

长表示会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经济状

况量力而行。 在教育投资方面，复旦大

学博士、亲子教育专家付小平建议家长

要理性。“教育投资跟其他投资不太一

样，投资效果是无法量化的，在短期内

也很难看到效果。 所以，为孩子创造更

好的教育环境和条件， 不必抱着 ‘投

资’的心态去看‘收益’ 。 ”

据《新京报》

超半数家庭认为

暑假经济压力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