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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6月
22日，经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审议通
过，我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各类别录取控
制分数线出炉。我省考生本科志愿填报截止时间
为6月28日12：00，专科志愿在7月5日12：00前
完成填报。

普通类
一本：文科553分、理科546分；
二本：文科492分、理科458分；
专科：文科190分、理科180分。
藏、彝文一类模式

（一）本科
藏文专业：文科：345分；理科：318分；
彝文专业：文科：415分；理科：402分。
本录取控制分数线根据单独公布的本科计划

和考生高考实考成绩、参考本科预科计划单独划
定，考生以实考成绩参加录取。

（二）“一类模式”本、专科预科录取标准不低
于我省本科、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下 100 分；
藏、彝文一类模式高考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在本
科及本科预科录取结束后，根据招生计划、考生志
愿及成绩由录取领导小组分别划定。

（三）藏、彝文一类模式考生报考普通高校非
藏、彝文专业，享受我省现行普通高校招生少数民
族地区学生统一规定加分政策，按照省定普通高校
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执行；报考普通高校艺术、
体育类专业，按我省2018年普通高校艺术、体育类
专业的相关政策和办法执行；报考普通高校招收深
度贫困县免费定向培养本、专科专业，按我省实施
深度贫困县人才振兴工程相关政策和办法执行。

对口招生类
（一）职教师资班（本科）
农林牧渔类572分；土木水利类577分；
财经商贸类623分；信息技术一类582分；
信息技术二类555分；加工制造类566分；
公共管理与服务类429分；
旅游服务一类559分；
旅游服务二类507分；轻纺食品类419分；
医药卫生一类451分；材料类428分。

（二）高职班（专科）
农林牧渔类464分；土木水利类249分；
财经商贸类272分；信息技术一类390分；
信息技术二类202分；加工制造类222分；
公共管理与服务类190分；
旅游服务一类383分；
旅游服务二类415分；轻纺食品类223分；
医药卫生一类289分；医药卫生三类263分；
材料类258分。

（三）深度贫困县免费医学生（专科）
医药卫生一类200分；医药卫生三类206分。
艺术体育类各批次文化录取控制线另行划定

后再向社会公布。
专家建议，高招录取对加分政策规定有所不

同，有的高校提档时认可加分政策，分专业时依据
实际考分；有的高校提档和分专业时都认可。考生
要认真研读各校《招生章程》中规定的加分政策。
另外，考生和家长们还要留神社会上有些不法分
子利用考生的求学心理，给考生的志愿填报埋下
陷阱，特别是通过“野鸡大学”、虚假大学来实施对
考生诈骗的行为。

截止2018年6月21日，上大学网可查询到的虚
假大学有392所，部分“野鸡学校”被曝光多次仍换个
域名继续存在。提醒考生，填报高考志愿别上当！

甘孜日报讯 6月24日，一段“康定城区熊出
没”的视频在康定人的微信群、朋友圈传开。从这段
时长2分24秒的视频中可以发现，一开始，仅能粗
略看到河对岸的黑点、模糊的熊脸，在手机不断通
过调焦放大后，熊的轮廓、熊的一系列动作愈发清
晰可见。其间，它的嘴里不断咀嚼着食物，“淡定”与
市民对望，间或“手脚并用”，拉扯翻折着周围的树
枝。据悉，这是康定城区首次出现亚洲黑熊。

据视频拍摄者洛秀莲介绍，24日上午8时左
右，她与朋友一同散步。两人行至康定东关污水厂
折回时，在城区入城大道广场附近发现许多人聚
集在一起，向瓦斯河对岸的郭达山上看。山上，有
只疑似“黑熊”的身影逡巡逗留时长达数分钟。

“当时，周围过往的行人渐渐集聚了不少，大
家边讨论、边拍摄。虽然隔着十多米宽的瓦斯河水，
可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拍摄到黑熊。”洛秀
莲说，除了在动物园里能够看到关着的熊，这是她
第一次见到野外的活熊，还能够给熊拍照、拍视频。

据州林业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从视频画
面看，此次拍摄到的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亚洲黑
熊”。目测黑熊或刚刚成年，其体毛黑亮、身材健
壮，胸前有V字型的毛发。康定境内此前就有黑熊
的活动踪迹，但这是首次在城区发现并拍下影像
资料的野生黑熊。

“春天转夏天之际，是身处地势较高地区的熊
出来觅食的季节，也是黑熊活动比较频繁的时
间。”工作人员介绍，黑熊主要栖息于山地森林，食
性较杂，以植物叶、芽、果实、种子为食，有时也吃
昆虫和小型兽类。

林业部门和民警提醒广大游客和群众，为了
自身安全，请不要单独进山或徒步穿越无人区、自
然保护区。要避免黑熊骚扰甚至对民众产生威胁，
不要将食物或厨馀留在村寨户外过夜。同时，黑熊
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禁止猎杀、收购、食用，
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市委中心报道组 张璟 记者 李娅妮

高考成绩公布
考生填报志愿需谨慎

康定城区惊现亚洲黑熊

◎降初拉姆 本报记者 马建华 文/图

教学任务繁重，学生汉语表
达水平有限，教师教学水平亟待
提高，优秀教师难以引进，要办人
民满意的教育，迅速补齐教学质
量短板，色达县均衡教育已箭在
弦上。日前，记者在色达县城乡采
访时看到，老师们业余时间不做
家务、没有和朋友喝茶聊天，却热
衷于上教师夜校。教师夜校正在
金马草原蓬勃开展，“不仅要有一
流的教学设施，更要有一流的教
学水平。”色达县教育工作者向全
县人民庄严承诺。

夜校大练兵

色达亚龙乡小学教师交流教学心得。

6 月 25 日晚上 7 点，记者来
到色达县城小时，球场上有几个
学生打着篮球，安静的校园，不
时传来阵阵笑声。五一班教室里
灯 火 通 明 ，让 记 者 感 到 奇 怪 的
是，课桌前坐着的不是学生，而
是“清一色”的老师。看到记者一
脸诧异的样子，该校校长俄热尼
玛 解 释 说 ，这 是 老 师 们 正 在 上

“教师夜校”。站在讲台上的张静
正在和老师们分享如何给学生
讲病句修改等内容，老师们边听
边记录。

“现在教学设施改善了，我
们教师的教学水平也要提高。”
听课教师杨敏华深有感触地说。

“这两年，随着省州县对教
学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不断
加大，学校建筑已经成为色达最
好的建筑，现代教学设备引入课
堂 ，偏 远 的 牧 区 色 达 县 实 现 了

‘互联网+教学’，一方面是硬件
设施的完善，一方面却是教师素
质参差不齐，教学质量得不到保
障，导致有的干部职工想方设法
将子女送到康定、泸定或内地接
受优质教育，加重了干部职工的
家庭负担。为了回应社会和家长
对色达教育的关切，提升教师的
整体教学水平，我们开办了教师
夜校，聘请了 66 名理论功底扎
实、教学实践经验丰富的本地优
秀教师，担任夜校培训工作，采
用师徒结对、骨干教师引领、教
师讲座、教研活动、网络学习等
方式，培训教师的专业基础知识
和专业技能，以此弥补教育教学
这个短板。”色达县教育体局局
长陈虎告诉记者。

“我们色达是牧区，牧民子
女学习拼音非常吃力，我们可以
用做游戏的方式激发孩子们学
习拼音的兴趣，比如一个孩子是
声母，另外一个是韵母，老师下
指令，孩子迅速抱团找小伙伴，
拼成拼音。”“我经常给孩子们讲
修改标点符号就像一个电视机
头顶有两个天线。”“绕口令、贯
口练习可以让孩子迅速记住新
学的内容。”董慧娟是城小 6 年
级 2 班的语文教师，她若有所思
的听老师们的讨论，并把所有建
议都记录下来，“夜校授课结束
后，都会开展讨论，老师们的意
见建议对于我来说，非常管用。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老师们好
的建议，让我找到了提高教学水
平的捷径。”

“开办教师夜校不是跟风，更不是作
秀，每一个环节培训结束后，教体局都会对
参训教师进行专业基础知识测评，并根据
测评结果，利用假期继续开展教师二次培
训。”陈虎说，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等不
得、慢不得，只有正视教师队伍能力素质存
在的差异，并迎头赶上，才能真正让牧民子
女在家门口接受优质教育。

乡镇小学教育更是色达教学的短板，
各学校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创新方式方
法，有的学校以典型教学案例为载体，创设
真实课堂教学环境，科学设置授课内容；有
的学校针对教师专业基础知识不牢固，进
行教学目标深层解读、专业基础知识讲解；
有的学校针对部分教师教育教学技能低、
教学方法单一，进行课堂教学实践研讨、教
师教学技能提升等方面培训。年龙小学采
用“讲授、复习、测试、讨论”的方式，环环相
扣，在培训过程中查找问题，在解决问题过
程中促提升；6月12日晚，亚龙乡下了一场
大雨，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香，四年级的
住校学生正高声朗读着当天学习的新课
文，在隔壁三年级的教室里，老师们正集体
学习如何进行看图说话教学，集思广益，一
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随之形成。这样的
场景已让学生们从好奇变为了习惯：“老师
白天认真讲课，晚上也在刻苦学习，看到老
师们那么辛苦，我们更应该努力学习，用优
异的成绩回报老师们的辛勤付出。”高年级
的同学懂事地告诉记者。

在夜校里，教师就是学生，大家相互学
习，取长补短。亚龙乡小学一、三年级语文
老师泽仁巴吉，在刚来亚龙乡教书时，发现
这里的低年级学生不仅听不懂汉语，还听
不懂她家乡康定市塔公镇的藏语，所以每
次与低年级学生的交流都显得特别困难，
她只能用强加式记忆法让学生学习语文。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泽仁巴吉开始努力学
习本地藏语，“我必须要学会本地藏语，这
样才能给他们讲清楚那些死记硬背的知
识，是什么意思，开办教师夜校，对我学习
当地藏语有很大的帮助。”现在，泽仁巴吉
不仅学会了当地藏语，还练了一口流利的
普通话，“我希望能够教会孩子们标准的汉
语，我把在夜校中学到的教学方法运用到
教学实践，孩子们的‘听读写说’能力有了
明显提高，有时候陪家长上县城买东西，孩
子们还可以当翻译。”

自 3 月开办“教师夜校”以来，该县共
覆盖了全县20所学校500余名教师。在每
周 2 次的夜校学习中，老师们受益匪浅。

“送出去培训固然重要，但没有切合色达的
教学实际，由于特殊的语言环境，内地优质
的教案并不一定适合色达，通过教师之间
的相互学习，能够迅速找到症结，补齐教学
短板，把教师夜校坚持办下去，相信几年
后，色达的教学水平会有较大提升。”陈虎
对教师夜校常态化开办充满了信心。

补齐短板
办人民满意教育

师徒结对
取长补短

老师们认真听讲。

奋进新时代
高原小康梦

来自脱贫奔康一线的报告

州委宣传部
州文联

甘孜日报社
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办

报告文学连载

◎欧阳美书

地球之巅
决战

（上接6月26日第五版）
首先，“三制度一体系”筑牢脱贫

攻坚堡垒。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作为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到一家一户
的“政府行为”，要落实到位，要见到
效果，首要的是订立规矩，建章立制。
为此，州委州政府制定了脱贫攻坚的

《指挥体系工作规则》《专项工作小组
工作规则》《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
则》的“两规则一细则”，细化了《专项
督导方案》，健全了州脱贫攻坚办与
各县（市）、州级各部门之间“信息共
享、沟通联络、业务指导”的三大协调
机制，落实了“五个一”责任主体的帮
扶职责和管理考核制度，强化督查指
导、周报月会和月通报等工作制度。
建立了脱贫攻坚综合信息库和咨询
评估督查制、上下衔接制、数据监测
精准制、考核评价制、社会力量参与
制、行业扶贫考核制的“1库6制”。

同时坚持会商制度，每月组织召
开脱贫攻坚工作例会，会商各地当月
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落实解决措
施，及时召开脱贫攻坚专题会议，安
排部署重要工作；严肃追究制度，制
定《甘孜州脱贫攻坚工作十个严禁》，
对违纪违规现象实现“零容忍”；完善
工作体系，建立健全了全州脱贫攻坚
指挥体系，构建起州、县、乡、村四级
联动，纵向到底的组织体系，实行以
各扶贫专项牵头部门为主体责任，横
向到边的责任体系；编制《甘孜州脱
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及各专项扶贫
规划、完善《甘孜州干部驻村帮扶工
作意见》《扶贫开发实施办法》及《贫
困对象退出实施细则》、出台《甘孜州

“五个一批”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等管理办法，促进了机制体制
建设等，从制度上保证了脱贫攻坚战
役按计划实施前进。

其次，“三创新一落实”加快脱贫
攻坚进程。创新工作思路：在省委明
确让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
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四个好”
脱贫目标基础上，我们提出“每年有
新变化、三年上新台阶、五年全面脱
贫”工作要求，确定了一个纲领、五大
行动、六项工程、四重保障的“1564”
工作思路，制定“全面发动，东路引
领、南路赶超、北路突围”的工作方
向，并推行3个示范县、50个示范村、
800户示范户的“358”示范工程。

创新工作方法：以政策宣讲、综合

报道、督查指导三大平台为载体，对户籍、交管、民政、残
联、住建、财政、人社、工商部门数据进行“八个比对”为基
础，注重关心老幼妇、贫困学生、重病患者、矫正人员四类
特殊群体以及关注懒人、恶人、族人、昏人重点四类重点人
群的“四关心四关注”，参照家庭成员爱国感恩、关心集体、
扶贫助弱、人品贤良、送孩入学、家庭和睦、遵纪守法、脱贫
能力“八项指数”，创造性开展精准识别工作，通过五次“回
头看”，锁定全州建档立卡贫困村 1360 个，贫困人口
48433 户、197464 人，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帮扶
97538人，实施移民搬迁安置49010人，低保政策兜底
60359人，医疗救助扶持38394人，灾后重建帮扶3573
人，搭建起了“户有卡、村有册、乡有簿、县有档、州有卷、省
有库”“六有”数据基础信息平台。组织各县（市）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分别在发展产业、培育集体经济、
易地扶贫搬迁等各专项扶贫工作成效较好的县（市）召开
了4次现场推进会，通过现场观摩、学习交流、对标找差，
加快了脱贫攻坚工作进程。现场组织州级相关部门与18
个县（市、海管局），面对面开展年度脱贫攻坚的对接活
动，落实建设项目、明确投入资金。严格落实领导驻村帮
扶工作制度，州、县领导分别联系1-2个贫困村，每月深
入联系点帮扶，认真指导各县（市）因村、因户因人制定精
准帮扶措施，对接对口帮扶工作事宜，切实帮助贫困村解
决实际困难，督导重点工作推进。

创新培训方法，加大培训力度，2015年11月、2016
年6月和10月，组织州级领导、部门负责人和行业专家，
先后对全州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部分驻村“第一
书记”、县乡扶贫专干和各县（市、海管局）党委政府分管

领导、扶贫移民局局长（处长）（共1360人），
分别进行了4-7天的脱贫攻坚专题集中培
训。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创10年来州内干
部培训之最。

落实工作职责：严格实行州、县、乡、村
四级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双组长”责任
体系，明确州抓协调、县为主体、乡镇落实、部
门配合的工作职责；落实各级党政主要领导
为本辖区脱贫工作第一责任人，各级各部门
负责人为行业扶贫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
层层签定目标责任书，缴纳任务责任金，形成
人人身上有责任、个个肩上有担子的工作氛
围；深化督导检查，去年内由州级领导带队开
展了3次覆盖所有贫困村的蹲点督导，组织
力量进行了7次进村入户的专项督查。今年1
月，指导康定市接受了国扶办组织的省际交
叉验收和第三方评估。

再次，“三加强一规范”攻克高寒牧区
难点。

其一加强生产管理，找到牧区脱贫奔
康的新路子。针对牧区贫困群众既缺生产
资料、又缺劳动技能、还缺发展资金等现
实问题，我们积极引导群众以资源、资产、
资金入股，以组建家庭农场、专合作组织、
龙头企业等方式，实现“抱团发展、利益共
享”目标。去年，在贫困村共培育新兴经营
主体 751 个。在牧区推广畜种改良、畜群
结构调整、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草原生
态保护等措施，并实行“州组团、县包乡、
村驻员”工作制度，着力强化科技转化应
用，切实加强基础设施，生产条件不断改
善，贫困群众增收效果明显。

其二加强生育管理，遏制牧区超生致
贫返贫的新现象。针对高寒牧区生育失
控、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等突出问题，制定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计划生育工作
的意见》，完善县、乡、村三级卫生计生管
理服务体系，实现了州级计生优质服务全
覆盖，切实提升了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水
平，遏制了人口无序增长导致超生致贫返
贫现象。

其三加强疫病防治，阻断牧区因病致
贫的新链条。针对高寒牧区包虫病、妇女
病、结核病等疫病蔓延的具体问题，全面开
展重大疾病普查防治工作。扎实开展了包
虫病综合防治“六大”专项行动，建立了农
村常见妇女病筛查长效工作机制，在色达、
丹巴、道孚、泸定等大骨节病高发地区集中
开展大骨节病人治疗工作，健全农牧区群
众个人健康档案，成功研发手机APP应用
软件，有效提升广大群众健康意识和享受
优质医疗服务的水平，减少因病致贫返贫
因素。 （未完待续）

田间讲科技。胡廷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