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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在鄂录取
310 人创新高
理科前 10名中 8人选清华 文科前 10名中 9人去北大
本报讯

（记者 黄琪 实习生 姚露 李
梦颖 肖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昨日公
布今年在鄂录取情况： 北大在鄂录取
146 人，清华在鄂录取 164 人，两校合
计录取 310 人，创历史新高。
今年我省高考理科前 10 名中有 8
人（含并列）选择了清华，文科前 10 名
中有 2 人选择了清华。 我省理科前 10
名中有 3 人选择了北大， 文科前 10 名
中有 9 人（含并列）选择了北大。
我省理科最高分、襄阳四中男生龚
晓曦选择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我市理
科最高分、武昌实验中学女生甘草如愿
进入清华建筑学院。
我省及我市文科双料前两名、毕业
于武汉三中的陈君仪和黄可欣是同桌
3 年的“姐妹花”，她们双双选择了北大
光华管理学院，将在未名湖畔继续当同

学。
清华大学湖北招生组组长黄开胜
教授介绍，今年，该校建筑学、电子信
息、电气工程、土木工程、材料、能源等
工科专业受到湖北理科考生青睐，经济
与金融（国际班）等专业也吸引了一大
批顶尖考生。湖北考生在专业选择方面
呈现个性化、多样化的良好势头，不扎
堆于所谓的“好专业”，充分结合了自己
的兴趣和对未来的思考。
北京大学湖北招生组组长朱怀球
教授介绍，今年，在湖北文科考生的选
择中，该校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
社会学、国际政治、中文、法学专业以
及文科实验班都很火。 该校在招生过
程中充分尊重和满足考生的专业志
愿， 在湖北投放的专业学科分布比较
均衡。

湖北 37名贫困生进入北大清华
入学享受绿色通道 学费生活费不成问题
本报讯

（记者黄琪 实习生姚露 李梦颖 肖敏）
昨日获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今年在鄂录取的高
考生中，有 37 人来自贫困地区。 两校均承诺，绝不
让任何一名优秀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据了解，贫困地区学生上北大、清华可通过国
家贫困专项计划、面向贫困生的自主招生等渠道。
国家贫困专项计划是面向贫困地区的定向招
生。 北大、清华湖北招生组负责人均表示，今年在湖
北招生政策的最大变化是增加了贫困地区专项招
生计划。 北大招生人数由去年的 3 人增至今年的 12
人，文科、理科各 6 人。 清华今年则录取了 15 人。
此外，北大通过自主招生，对湖北农村户籍的
考生单独划线，录取了一批学生，其中约 5 人将获

得该校经济资助。 清华自主招生中的“自强计划”
今年在鄂录取 5 人，该计划面向长期学习、生活在
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或民族地区，自强不息、
德才兼备的高中毕业生。
北大今年面向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的帮扶举措
包括新生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助学金、“燕园
春雨”计划、“绿色成长方案”、“燕园领航”计划等
十余项。 最高奖学金为每学年 1.5 万元，而北大学
费为每学年 5000 多元。 因此，贫困生无须担心学
费和生活费问题。
根据清华“自强计划”，被录取的贫困生入学
享受绿色通道，可办理助学贷款，由校方一次性提
供 1 万元生活补助，并提供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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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针对网传回应

湖北高考改革方案
尚未出炉
本报讯

（记者 黄琪 实习生 肖敏）近日，本地一
家长论坛上盛传
“
湖北高考改革方案核心内容”，引
得家长纷纷好奇
“
究竟是真是假”。省教育厅昨日回
应，我省高考改革方案还未出炉，请家长耐心等待。
网传的
“
湖北高考改革方案核心内容”包括，从
2017 年高考起，6 月 7 日考 1 天，上午语文（180 分），
下午数学（180 分）；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
理不分文理科， 不举行统一高考， 改为学业水平考
试，而且一年多考，选取三科最高成绩×0.8 计入高
考总成绩，即满分可得 240 分；英语既不举行统一高
考，也不举行学业水平考试，改为社会化考试，一年
两考，分口试和笔试，报考“一本”院校需过口试三
级，报考
“
二本”以下院校只需过口试二级，笔试满分
150 分，按两次考试中高的实际得分计入高考成绩。
如此详细的内容，让家长难辨真假。省教育厅
新闻发言人昨日称， 这份改革方案不是由官方发
布的，真正的改革方案还没出炉，具体内容现在暂
时不得而知， 但与网传的改革方案会有出入。 因
此，请家长不要轻信，等待正式方案出台。

大学生调查显示

逾半数市民不知
热干面已入选“非遗”

优质高中录取 28401人

一般高中今日开始录取
本报讯

（记者 宋 兰 兰 通讯员 邹
永 宁 实习生 姚 婷） 我市市级示范高
中录取工作昨日结束，共有 14030 人
被市级示范高中 （包括东湖中学等 4
所安排在同批次的招生学校） 录取，
考生可登录武汉招考网（http://www.
whzkb.cn/）查询自己是否被录取。 安
排在第三批次招生的一般公办高中
和民办高中今日开始录取，7 月 25 日
结束。
今年我市有 6.39 万名初中毕业
生，升学率将达到 95%以上。 市招考
办相关负责人昨日表示，共有 14030
人被市级示范高中录取， 加上之前
省级示范高中录取的 14371 人，今年
我市共有 28401 名初中毕业生将进
入优质高中就读， 约占线上考生的

链接 >>>

84%的。
“孩子在中招第一批、第二批都没
被录取，如果被调剂到第三批学校（即
一般公办高中）， 还要不要交高额学
费？ ”随着中招第二批学校录取结束，
一些过“普高线”、尚未被录取的考生
家长担心：如果交不起择校费，是不是
没有普通高中就读了？
市教育局相关人士表示， 我市各
区都有一所保底高中， 不执行三限计
划（指通过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的
政策录取的学生），招收“普高线”上、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市招考办相关负责人说， 这意味
着对所有中考生来说， 只要中考成绩
过了“普高线”，如果愿意读公办高中，
都能到保底高中就读。

中心城区保底高中
江岸区：民族中学
江汉区：市七中
■口区：市四十三中
汉阳区：弘桥中学

武昌区：市三十九中
青山区：钢城十四中
洪山区：马房山中学

本报讯

丹麦教练髋关节脱位
武汉医生半分钟复位
本报讯

（通讯员 高 婷 记者 刘 睿 彻）丹麦国家
羽毛球青年队教练 Madsen Kent 来汉交流期间，
下蹲导致髋关节脱位；经过武汉医生手术，半分
钟内即复位。 昨日，他顺利出院。
19 日下午 5 时，刚到下榻的酒店，Kent 准备
拿行李，刚蹲下身，就听“咔”的一声脆响，他顿时
没法站起身，立即被送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医
院拍片显示，Kent 的髋关节脱位。 接诊的该院骨
关节外科医生汪喆博士一边仔细检查他的情况，
一边用英语与他沟通。 原来，今年 1 月，Kent 接受

手术成功
后，Ken（t 右二）
给远在丹麦的家
人报平安
高婷 摄

了双侧全髋关节置换术，下蹲时极易导致髋关节
脱位。 Kent 需要立即接受复位手术，一旦手法复
位无法解决问题，必须切开复位。
汪喆详细地给 Kent 解释了手术方案， 并通
过他与万里之遥的丹麦医务人员联系，对方也同
意了汪喆的方案。 随后，汪喆为 Kent 进行手术。
半分钟内，手法复位顺利完成。
汪喆提醒，髋关节置换患者术后 3 个月内应
尽量避免突然下蹲、坐矮板凳、跷二郎腿、盘腿等
动作。

20岁姑娘身上长满红疙瘩
长期未治愈 如今查明是痣
本报讯

（记者 刘睿彻 实习生 张争争 通讯
员 喻锎 杨敬慈） 来自市社会福利院的姑娘郑
丽 （化名）， 一出生身上就有成千上万个红疙
瘩，医治多年不明原因，直到近日皮肤专家义
诊才知是痣。 昨日，她来到市第一医院开始漫
长的除痣治疗，至少要经过 10 次手术。
今年 20 岁的郑丽远看像长了一脸青春
痘，走近一看才发现颈部、后背上长满了密密

麻麻的红疙瘩。市第一医院皮肤外科副主任医
师陈柳青昨日介绍，如果按个数统计，她身上
估计有上万个红疙瘩。
郑丽从记事起就在市儿童福利院生活，小
的时候也没把这些红疙瘩当回事。随着一天天
长大， 她从市儿童福利院转到了市社会福利
院。 意识到自己不好看，她从不在自己身边放
镜子，夏天不敢穿短裙。

市社会福利院的老师、 医生也为她着急，
多次带她看病，但治疗没有明显效果。 今年 6
月，陈柳青到市社会福利院义诊，郑丽躲在屋
内不出来。 市社会福利院的林医生理解郑丽
的心情，把陈柳青请到屋内。
陈柳青仔细查看了郑丽全身的红疙瘩，初
步诊断为一种先天性的“痣”，医学上称为炎性
线状表皮痣，常见于出生时或儿童期，新生儿

发病率约为 1‰，有的会慢慢消失。 陈柳青过
去接诊过类似病例，像郑丽这样大面积出现的
十分少见。
昨日，郑丽在林医生陪同下来到市第一医
院。 陈柳青介绍，手术至少需要 10 次，薄的地
方用激光去除，厚的地方需要手术切除。 郑丽
昨日接受了第一次手术，院方将为她免除手术
费。

（记者 黄 琪 通讯员 蔡 欢 欢）武汉商学
院学生昨日完成的调查报告显示， 逾半数市民不
知道蔡林记热干面、武汉小桃园煨汤、老大兴园 鱼回
鱼技艺等已入选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此次调查历时半个月，共发放调查问卷 1200 多
份。 结果显示，近 70%的市民对武汉传统美食表示喜
欢，其中，中老年人的喜欢程度明显高于年轻人，所占
比例高达 87%。市民对武汉美食的喜爱与对这些美食
入选
“
非遗”的知晓率形成较大反差。 在
“
提到武汉的
传统美食，你首先想到哪个品种”的提问中，54%的市
民回答是热干面，其次为武汉煨汤、豆皮等。 54.8%的
市民表示，不知道蔡林记热干面、武汉小桃园煨汤、老
大兴园鱼回 鱼技艺等入选省级、市级
“
非遗”。
指导老师曾凡琪认为，这说明武汉美食还更多
地停留在“吃”的层面，并未真正上升到文化高度。
武汉舌尖上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也应大大提高。

武大女生研究
英国女王如何“被推销”
本报讯

（记者 李 佳）昨日获悉，在教育部高教
司和全国高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举办的第九届
“史学新秀奖”评选活动中，武汉大学女生周川又
研究英国女王如何“被推销”的论文获得一等奖。
周川又目前是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一学
生。 2009 年高考时，她一口气将 6 个志愿全部填
写了武大历史学。“我只喜欢历史，不是理想的专
业不如不读”。她被同学们称为武大最爱历史的女
生。此次获奖的《推销伊丽莎白一世——
—形象塑造
权威》是她的本科毕业论文。
周川又介绍，读本科时，受导师推荐的西方史
书目启发， 她想写写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伊丽莎白
一世。这位女王是都铎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在她统
治期间，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
这位女王是如何
“
被推销’的？ 像当代君王和明
星一样，实际上她的背后也有
‘
营销团队’。 ”周川又
说，
“
这篇近 2 万字的论文完成前， 我查阅了有关都
铎王朝的大量历史资料，发现女王身边的宠臣、贵族
们精心为她设计了一个
‘
童贞女王’的形象，主要是
通过画像和诗歌。 这不光是为了讨好女王，也是隐含
了政治诉求，因为婚姻对女王意味着政治筹码，将女
王包装成品德良好、信奉上帝、重视婚姻价值的贞洁
女性，在与他国谈判时会有较大的周旋余地。 甚至细
化到画像中女王手中拿着的饰物，都有宗教隐喻。 ”
“史学新秀奖”评选活动是全国历史学本科生
最高水平的专业竞赛。 周川又的这篇论文还荣获
湖北省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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