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天津市教委对《天津市民办幼

儿园设置标准》做出修改，明确要求在高

层建筑（建筑高度大于 24 米）内，不得

设置民办幼儿园。

根据该标准要求，3 个班及以下规模

幼儿园可设在多层公共建筑内的一至三

层，应有独立的院落和出入口，室外游戏

场地应有防护设施。3个班以上规模幼儿

园不应设在多层公共建筑内。 同时，幼儿

园不应与喧闹脏乱、 不利于幼儿身心健

康的场所毗邻，不应与生产、经营、贮藏

有毒有害、 易燃易爆物品等危及幼儿安

全的场所毗邻，不应与通信发射塔（台）

等有较强电磁波辐射的场所毗邻。

据新华社

民办幼儿园

不得开在高层建筑内

天津出台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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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一：一门心思奔名校

“名牌” 大学并非都是优势

专业！

有的考生父母认为志愿填报

就是填报院校， 一份名牌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才能代表成功。

不可否认，“211”“985”“双

一流”高校在硬件、软件上都相对

较优越， 能考上名牌大学固然是

好事，但完全从“名牌” 出发选择

高校，不考虑其他因素，则是不明

智的。“名牌”大学并非所有专业

都是优势专业， 而普通高校也不

乏一些有特色、实力强的专业。

◎误区二：不细看招生章程

填报志愿别冷落招生章程。

“招生章程主要内容包括：高

校全称、校址(分校、校区等须注

明)，层次(本科、高职或专科)，办

学类型，在有关省(区、市)分专业

招生人数及有关说明， 专业培养

对外语的要求， 经批准的招收男

女生比例，身体健康状况要求，录

取规则学费标准， 颁发学历证书

的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 联系电

话、网址，以及其他须知等。 ”

可见， 招生章程是考生了解

高校招生政策的主要途径， 是填

报志愿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不

会看录取规则、 报考限制等细节

会吃大亏。

◎误区三：志愿间没拉开梯度

不同志愿填报区别对待。 同

批次院校不同志愿之间拉开梯度

非常重要。 平行志愿的实行虽然

大大降低了考生落榜风险， 更突

出了高考分数的作用。

志愿原应符合冲、争、稳、守、

保、垫，要求考生合理组合志愿，

以提高每个志愿的有效性。

◎误区四:只报热门紧俏专业

“冷热”结合对考生更有利。

热门专业分数高，竞争激烈，

竞争实力并非很强的学生在挤热

门专业时容易落榜。 即使侥幸被

院校录取， 由于热门专业里人才

济济，自身实力不是很强的话，在

就业选择和以后的工作中也很难

占得优势。

正确做法是既要选择“热门

专业” 而又不忽视“冷门专业” ，

“冷热”结合更为有利。

◎误区五：只凭名称填报

有些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喜

欢凭着专业名称来选择专业，而

对专业内容一概不知。

实际上， 有些专业虽然名称

相似，但实则存在很大的差异，不

同专业之间所学的课程、 发展方

向差异非常大。

◎误区六：不服从专业调剂

服从调剂可以增加被录取的

机会，但可能被不喜欢专业录取。

每年高招录取过程中， 都有

相当一部分考生在填报志愿时，

专业志愿没有拉开梯度， 或全部

填报热门、紧俏专业，且不服从专

业调剂而落榜。

对待是否服从专业调剂，考

生要统筹考虑。 服从调剂可以增

加被录取的机会， 但也要做好被

不喜欢的专业录取的准备， 甚至

有可能与报考初衷相差甚远。 但

若不服从专业调剂， 则有可能失

去了进入这个学校的机会。

◎误区七：平行志愿最稳妥

平行志愿填不好也存在三个

方面的风险：

1、被退档的风险

被退档的原因大致有： 目标

太高，且不服从调剂；考生身体条

件不符合所填报专业要求； 单科

成绩过低， 不满足专业对部分单

科分数的要求。

2、定位不准确的风险

一种情况是院校定位太高，

院校志愿投档分均高于自己的高

考分，导致无法投档；还有一种情

况是，院校定位过低，失去了进入

更好院校的机会。

3、 院校志愿之间没有梯

度的风险

志愿梯度要根据分数和志愿

个数来决定， 梯度过小会导致没

有梯度，造成志愿浪费；，梯度过

大容易浪费考分， 除非在这个区

间没有考生适合报考的院校。

◎误区八：填志愿是家长的事

把志愿决定权还给孩子。

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 父母

的角色定位是参谋， 应该把填报

志愿的决定权还给孩子。

如果父母代为选择的专业孩

子不喜欢，甚至一点兴趣都没有，

将来上大学就会造成一个被动状

态，学习积极性会受到打击。

◎误区九：按往年分数填报

高校录取分数线存在波动。

“老师，今年 xx 学校最低录

取分数线多少啊？ ”“我这个分

数，能上 xx学校吗？ ”

家长通常会把分数误当“尺

子” ，拿孩子的分数“对号进座” 。

实际上， 高校的最低录取分

数线是自然形成的， 录取结束前

无法准确知道。另外，高校的录取

分数线存在波动，有的还有“大小

年”现象，即一年高、一年低，如果

家长还是采用“简单分数法、两线

差分法” ，跟随分数变化大，准确

性根本不够。 据新华社

高考结束了，填报志愿是另一场高考，专业人士提醒：

填报高考志愿 回避九大误区

高考结束了，考生及家长们准备着填报高考志愿。 填报高考志愿存在不少误区，

正确填报高考志愿，对考生至关重要。

专业人士归纳了以往高考填报志愿时最常出现的一些误区，供考生和家长参考。

“家长助考，最重要的是

关注孩子的情绪, 过好自己

的生活也是给孩子最好的减

压。 ”中考临近，在日前举行

的长沙市初中名师公益大课

堂上， 长沙市实验中学心理

成长中心主任、 心理督导师

毛巍嶷通过现场讲课及直播

的方式， 为数千名家长支招

助考， 提醒家长要学会帮助

考生进行情绪管理。

“您对我管得很严，每天

给我布置任务， 可这些任务

会打乱我的复习节奏。 ”“爸

妈， 希望你们能多给我些陪

伴，在精神上鼓励我。 ” ……

公益课堂上， 一张张纸片诉

说着初三孩子中考前夕内心

最真实的感受。

毛巍嶷通过课前的心理

调查， 归纳出临近中考的初

三学生“心里急、进步缓、压

力大、情绪化” 的心理特点，

直言孩子内心有“三怕” ：一

怕考试发挥失常； 二怕辜负

父母期望； 三怕没有好的未

来。 她建议家长要允许孩子

按自己的节奏学习生活，允

许孩子有情绪并给予情绪释

放的空间， 同时管理好自身

情绪，尽可能保持家庭和睦，

与其担心，不如相信，过好自

己的生活就是给孩子最好的

减压。

记者了解到， 本次初中

名师公益大课堂运用了教育

信息化技术设备， 通过在线

学习中心进行了现场直播，

家长可以直接扫码观看课堂

实况， 并在平台上交流学习

感受。 据新华社

家长助力中考

消除考生三怕

教育部直属综合性、研究型全

国重点大学南开大学日前发布招

生简章，今年该校计划在全国（含

港、澳、台地区）招收本科生 4100

人，并将全面推行大类招生。

据悉， 南开大学是首批列入

国家“211 工程” 、“985 工程” 和

“双一流” 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

具备培养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

后等各级各类高级人才的完整教

育体系。

招生简章显示， 南开大学根

据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招

生计划和考生报考情况， 确定调

档数量和录取分数线。 按照平行

志愿投档的批次， 调档比例一般

不超过 105%。 南开大学录取时，

认可教育部和各省市区教育主管

部门审定的全国性政策加分，但

在安排专业时不考虑加分因素，

只按实际高考分数安排专业。

南开大学贵州招生组相关负

责人介绍， 南开大学根据总分优

先的原则按照考生的实际高考分

数（不含附加分）和报考志愿安

排专业， 各专业志愿之间没有分

数级差。 具体操作为将录取范围

内的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排队，当

分数未达到第一专业志愿录取分

数线时， 则看是否达到了第二专

业志愿录取分数线， 以此类推直

到录取到最后一个专业志愿。 成

绩达不到所填报专业志愿且不服

从专业调剂的考生，作退档处理。

据记者了解， 南开大学近三

年来在贵州招生总人数逐步攀

升，2018 年共在贵州录取了 112

人，其中统招 70 人，其他各类专

项项目共 42人。

招生简章显示， 南开大学本

科各专业学费标准预定为： 软件

工程专业一、 二年级 5800 元 /

年，三、四年级 12000 元 / 年；绘

画专业 15000 元 / 年， 视觉传达

设计和环境设计专业 12000 元 /

年； 城市管理专业第三学年赴英

国格拉斯哥大学修读课程,境外费

用学生自理， 其中学费大约 1 万

英镑； 其他专业学费是 5200—

6200元 /年。 如遇国家和天津市

调整收费标准，则执行新规定。住

宿费根据住宿条件不同， 一般为

700-1200 元 / 年。 此外，南开大

学依据有关规定设立奖学金、国

家助学贷款、 勤工助学、 学费减

免、临时困难补助等资助措施，帮

助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

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还有，

新生报到时， 南开大学对新生入

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 审查合格

的办理入学手续； 审查发现新生

的录取通知、 考生信息等证明材

料，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者有

其他违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

的，取消入学资格。 新生入学后，

南开大学将在 3 个月内按照国家

招生规定进行全面复查， 复查中

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 徇私舞

弊等情形的，确定为复查不合格，

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将移交有

关部门调查处理。

本报记者

☆高招动态

南开大学发布招生简章

贵州招生组相关负责老师介绍具体情况

6 月 11 日， 贵阳市实验小学举行

“绘智童心 萌娃剧场” 第二届绘本剧大

赛。 中英文演绎、 快板说唱、 情景展示

……一场精彩的绘本童话剧上演， 展现

着小学生内心的童真、 丰富的想象力和

肢体表现力。

此次绘本剧表演由老师、 学生和家

长共同完成表演，活动中，师生们将经典

绘本通过统编、汇编、改编、创编，再搬上

舞台，以角色对话、表演或音乐律动展现

剧情， 让学生们体验 “立体式”“多元

化” 的阅读，在表演中自主参与，增强自

我认同感，激发阅读兴趣。 贵阳市实验小

学总校、贵乌分校、保利分校、云山分校

一、二年级学生参加比赛。

绘本剧演绎大赛篇目包含了 《雪孩

子》、《胆小先生》、《我可以飞》、《老鼠

嫁女》、《小学霸的一天》、《小黑鱼》、

《月亮的味道》等，所有篇目在师生的共

同表演中，展现了不一样的童真精彩。

本报记者 谢孟航

贵阳市实验小学：

师生同台

演绎绘本童话剧

11 日早上 8 点多， 南京理工大学大

二学生小胡在食堂刷饭卡的时候， 发现

卡上又多了 216.03元.

��这学期，小胡发现，原来学校一直在

给包括他在内的 493 名学生默默充饭

卡。

南京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

长王虎告诉记者，“暖心饭卡” 不需要学

生主动申请，也不公示名单，后台打款只

看学号不看姓名， 学校和学生之间处于

“双盲” 状态。 “小胡主动找到我们表达

谢意，大家才从充值机两头‘见了面’ 。 ”

今年，江苏省教育、财政等六部门联

合发文， 要求在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过程中应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 严禁

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

“核心就是一句话，好事要办好。 ”

王虎说，“能顾及孩子的自尊心， 我们认

为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 据新华社

南京理工大学：

无须申请也不公示

悄悄资助困难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