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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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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片平流雾出现

在青岛市浮山湾景区" 当日上午!

青岛市浮山湾景区出现平流雾景

观!市区建筑若隐若现!城市宛若

仙境"平流雾是暖湿空气移到较冷

的陆地或水面时!因下部冷却而形

成的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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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

月
'(

日电 !记者 谢樱"

近日!湖南师范大学一项 "摇号占座 #的规

定在网上曝光 !一时间 !高校有限的图书

馆资源配置 "公平 $问题引发了网民的热

议%

对此! 湖南师大图书馆办公室主任刘

先勇回应 !为了照顾考研学生 !学校特意

腾出
/

间房为 "考研专用自习室 $!将座位

卡下放到各个学院之后 !大多采取的抽签

分配方式属于"学生自治$的结果%

+,-./012345678

9:;1<=

众所周知! 目前不少高校自习室普遍

处于"僧多粥少$的窘境 !"一座难求 $是不

少学子面临的难题 !国内一些相邻的高校

甚至出现了相互"侵占$自习室的局面% 记

者了解到 !在湖南师大 !学生大多住在离

教学区
!+0

公里外的学生公寓! 每天带着

书籍四处抢座并不轻松% 图书馆自习室因

环境安静 &学习氛围浓厚 &设有空调成为

学生们的首选%

"没有进行座位分配前!每天早上
0

点

图书馆门口就开始有'抢座(的同学% 图书

馆开门的时候尤其混乱! 玻璃门都被挤碎

了好多次% 这种方式不仅对学生的人身安

全存在隐患!也浪费了考研学生的精力% #

刘先勇介绍!特别是留书占座&同学帮忙占

座各种不文明现象的存在!经常导致纠纷%

为了让考研的同学能够更轻松地拥有

一个学习的座位 !从
!"11

年起 !湖南师大

图书馆联合学工处 !特意腾出
/

间 )考研

专用自习室$共
2."

个座位!编号之后将座

位卡分配好下发给各个学院%

)每年每个学院都会要求班级上报有

考研意向学生的人数 !学工处结合各自学

院已有自习室的数量 !按照不可 '消化 (的

人数将座位分配下去% $刘先勇说!之后每

个学院再按照相应比例 !将座位卡下发至

班级 !然后采取 )学生自治 $的方式 !由班

长负责分发%

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的冯同学告诉记

者 !今年班上有
!3

个同学准备考研 !共分

到了
4

个座位卡% 班长把具体情况向全班

通报后 !经过商议大家最后决定用抽签的

方式来分配 % )虽然不能说抽签的方式有

多好 ! 但不可否认却是大家认为最公平

的% 谁都一样!拼人品呗% $冯同学说%

有同学告诉记者! 在一些班级! 也有

人提议过用别的方法 !比如按照成绩好坏

的方式来分配座位卡 !但是却引来更多的

争议% )成绩好坏本身就没有公正的判定!

更何况备战考研 !大家都是站在公平的起

跑线上 ! 任何先决条件都是没有说服力

的% $冯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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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概率化的抽签方式来决定自习座位

的所属 !会否导致资源的闲置 * 记者了解

到 !虽然绝大多数班级都选择采用抽签方

式来决定座位卡的去向 !但最终座位的使

用情况却比抽签结果来得更)人性化#% 商

学院金融专业的张同学告诉记者 ! )抽签

前!我就和另一个室友约好 !不管谁抽中 !

我们都轮着用% #

记者看到! 座位卡上仅显示了座位的

所在教室和座号 !并没有使用者的具体信

息% )如果我有事不能来自习!我也会把座

位卡借给同学 !这个位置是肯定不会闲置

的% #冯同学说%

)我认为这种方法不错!体现了学校政

策对考研同学的倾斜和照顾% #文学院大四

的学生舒宇已经考完研!)刚开始准备考研

的同学比较多!座位卡肯定不够用%但并不

是所有同学都能坚持下去! 放弃的同学会

将座位卡留给别人! 其实到最后我们班考

研的同学几乎都有固定的座位% #

就算没有抽中座位卡! 也不代表就失

去了图书馆自习的机会%刘先勇介绍!图书

馆共有
!0""

多个座位!考研专用的
2."

个

座位下发了座位卡!其他座位仍然处于)自

由使用#状态% 此外!各个学院也有专门的

自习教室!)只是抢位要稍微辛苦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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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不应求的形势下! 有限的资源无

论怎么分配都难言绝对公平 % 尽管如此 !

记者在同学中采访了解到 !目前这种方式

却很少引来学生的非议 % 不过 !也有部分

学生对学校提出建议 !)一抽定一年 #时间

太长 !可否考虑在更短的周期内来进行座

位卡的轮换!以确保资源的相对公平%

更多受访人士认为 !)自习座位 #问题

背后凸显的是高校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

题% 多年扩招政策下!学生数量持续上扬!

图书馆坐席却未相应 )升级 #!供需不平衡

让)占座#矛盾频发 % )最终还是希望学校

能够更多地扩充自习教室数量 !尽可能满

足学生的需求% #文学院学生杨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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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

月
')

日电 !记者

吴振东 仇逸" 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0

日表决通过 +上

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 ,!明

确自今年
/

月
1

日起!夫妻一方为独生

子女!只生育了一个子女的!可申请再

生育一个孩子%上海就此成为全国第六

个通过地方立法落实"单独二孩$政策

的省份%

修正案明确!上海将单独夫妻可以

生育两个孩子的规定从农村居民扩大

到全市户籍人口% 只要一方是独生子

女&且有一方为上海市户籍的夫妻即可

要求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上海市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此前发放的独生子女奖励并不会要

求退回!但自提交二孩申请开始将收回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并停发相应奖

励-是否属于"二孩$以孩子出生日期为

准!即
/

月
1

日后出生的符合条件的新

生儿将被认定为二孩%

据上海市卫生计生委测算!上海目

前符合"单独二孩$政策条件的育龄妇

女约
53

万人!去除尚未生育&已育
!

个

孩子的!实际约有
/2

万人%按照单独夫

妻生育意愿&自然间隔等因素推算!"单

独二孩$政策落地后!上海短期 .

/

至
0

年内/户籍人口增长数可能在
2+0

万至

10

万之间!预计每年新增
!

至
/

万%

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

委员薛明扬表示!根据审议意见 !建议

政府做好)单独二孩$政策的配套工作!

包括健全出生人口信息采集制度!科学

规划教育& 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切实加强妇产科&儿科等专业技术队伍

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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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办法#持身份证$相应毕业证原件到学习中心办理入学手续

报名地址#周口现代教育%周口市六一路老干部活动中心五楼&

专科 本科 专升本 !"#$年春季招生
大学正规教育 学习考试方便 国家承认学历 收费统一透明 精心办学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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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现代教育自承担郑州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周口师范学院 #黄河

科技学院等大学专科 # 专升本教育

!%

年$现招第
$%

届学员% 业余学习

$-)

年 $国家承认学历 $毕业证教育

部电子注册$网上终身可查% 随毕业

证发学籍档案$毕业证在全国各个行

业#单位均可使用% 持证能及时晋级

提干 $评定职称 $报考研究生 #公务

员#司法考试等 $现已毕业的数千名

学员$毕业证都及时派上了用场%

到周口现代教育学习#专业多形式多!省事方便获证快!周口人都知道
#

报名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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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本科!专升本专业"各类专业
#%%

个#

!

法学$汉语言文学$经济学$金融学$保险$应用心理学$经济管

理$会计学$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物流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管理$新闻学$

新闻采编$播音与主持(

!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工程造价$道路桥梁$城市规划$交通管理$

网络工程$环境工程$电气工程及自动化$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

!

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口腔医学$医学检验$医学影像$中西医临

床$中医学$护理学$药学(

!

教育类#语文$英语$历史$化学$数学$物理$音乐$美术$体育$

小学$初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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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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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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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

月
'*

日电 !记者 陈

寂 赖雨晨" 广东首个 )婴儿安全岛$在

广州开设未满一个月收到首例死婴% 广

州市天河区警方
!5

日晚向媒体通报!已

拘留)恶意弃婴$的嫌疑人!案件仍在进

一步调查中%

据广州市社会福利院此前介绍!

!/

日中午有一男一女将一只红色环保袋遗

弃在该院门口的)婴儿安全岛$!并迅速

乘坐出租车离开现场% 值班保安发现袋

中有一名女婴!经
1!"

抢救后证实!女婴

在被抛弃前已经死亡%

警方通报称!

!5

日下午
0

时许!在

广州市白云区某医院产科病房查获
//

岁的嫌疑人陈某!即死亡女婴的父亲%

经审查! 陈某供认弃婴是他与妻子

婚后的第一个孩子!

!!

日女婴出生后!

被医院诊断为新生儿先天性畸形! 并患

有严重疾病% 由于无法承担高额医疗费

用!陈某与妻子和岳母商量后!在
!/

日

中午为女儿办理出院手续! 后与岳母一

起搭乘出租车将女婴遗弃于 )婴儿安全

岛$%目前!陈某已被天河区警方拘留!案

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广州市)婴儿安全岛$设立于今年
1

月
!.

日! 根据民政部门在
!

月
1!

日公

布的数据!该)安全岛$在启用
10

天后就

接收了
24

名弃婴%

广州市民政局
!5

日表示!将对遗弃

一岁以上婴儿的)恶意弃婴$行为!及时

报警并提供监控视频!以维护设立)婴儿

安全岛$初衷%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广州律师

杂志主编陈舒表示! 这次恶意遗弃已死

亡婴儿的事件! 当事人已严重违反我国

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 应当受到法律

的严厉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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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
+%

岁的蔡玉香是河北省永清县的一

名退休老交警!他
,&"&

年参加工作!在交警工

作岗位上一干就是
%)

年"为了保证学生的交通

安全!自
,&&+

年
*

月起!刚退休的蔡玉香主动

请缨担负起永清县第二小学门前的护学工作!

从此风雨无阻!一干又是
,*

年" 有人为蔡玉香

算了一笔账!从
,&&+

年到现在!他护学路程累

计达到
!.)

万公里" 近几年他连续被评为廊坊

市)道德模范*和)感动永清*道德模范"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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