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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日，我省 2022年普通高校
招生录取工作圆满完成，共录取33.7
万人，超额完成招生计划。

对于高考生而言，多一个升入大
学的途径，就增一分升入大学的机
会。我省千方百计争取高水平大学
招生计划，今年“双一流”高校在浙录
取2.4万余人，实现了连续多年增长，
优秀学子踊跃报考强基计划，录取人
数再创新高，西湖大学首次本科招生
顺利完成，为浙江考生创造了更多

“上好大学”的机会。普通高校本科
录取人数较去年增加 0.7万人，是今
年录取增量的主要构成部分。在统
一高考招生的基础上，“三位一体”招
生突出对考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特长
的考查，今年省内外 48所试点高校
录取 1万人；高职提前招生实行“一
档多投、双向选择”，46所试点高校
录取1.7万人。聚焦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扩大面向 29个山区海岛县的
农村专项计划招生，共录取考生
1248名。持续推进师范、基层卫生
等定向招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储
备专业人才。

今年浙江考生志愿填报率高，

生源结构与高校需求匹配度高。为
了让考生能结合成绩填好志愿，多
途径加强志愿填报和录取的支持工
作，先后组织招生政策集中培训，向
高三年级班主任和教师进行详细解
读；举办志愿填报“云咨询周”活动，
53万人次考生、家长进入 240所高
校招生直播间互动交流；制作考生
喜闻乐见的志愿填报操作视频，点
击量达 115万；通过官网、官微、视
频号连续发布招生答疑或预警信
息，提醒考生防范高价咨询、虚假招
生等骗局。数字赋能服务工作，在
官网专设“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专
窗”，提供集政策解读、历年数据、志
愿填报、录取查询等功能的“一站
式”服务。为残疾考生安排专人一
对一衔接招生高校，上线考生无一
人因残疾原因被退档。

即日起，考生可登录浙江省教
育考试院网站或通过“浙江考试”微
信公众号“招考查询”菜单查询录取
结果。高校录取通知书已陆续寄
送，请准大学生们做好入学准备，迎
接新的旅程！

据浙江考试

教育时评

据了解，自 2015年起至今，衢
职院已连续举办 8届主题鲜明、亮
点突出的校园清廉文化周，通过开
展专题报告会、廉政漫画巡展、警
示教育片展播、实地警示教育、家
庭助廉活动、廉洁短信创作评比、
家风家训主题作品征集、廉洁知识
竞答等活动形式，充分发挥了廉洁
文化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教育、导
向、示范、激励和熏陶作用。

“自从改变廉洁文化建设方式，
引入创新理念后，全校共建廉洁文
化的积极性持续高涨。”衢职院纪检
室主任张锦平说，从校纪委的“独自
奋战”，到现在各二级学院、全校师生

“群策群力”，衢职院的廉洁文化建设
不断迭代升级，为打造“清廉学校”建
设衢职样板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建设廉洁文化过程中，各学
院挖掘各自专业特色，为学校的廉

洁文化提供了更丰富的文化内
涵。如医学院学生以红花、车前
子、决明子、莱菔子、麻黄等中药材
为素材制作廉画。

以药喻廉、植廉于心，用作品
表达对“以廉为荣、以清为美”的理
解，令人耳目一新。

“有时候，廉洁文化可以适当摆
脱严肃的刻板印象，建设廉洁文化
也可以不用一直‘板着脸’。”衢职院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方焕云说，这一
系列创新举措，归根结底还是希望
能让廉洁文化以更“亲民”的方式，走
入师生的心里。通过积极探索校园
廉洁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实现校
园廉洁文化理念、形式与内容的不
断创新，力求廉洁教育摆脱呆板、枯
燥、空洞的说教形式，使广大师生更
易于接受，让廉洁文化建设“有滋有
味”“入脑入心”。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
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耳熟能详的
儿歌《一分钱》教育和引导着一代又
一代的少年。在衢州，就有这样一位
拾金不昧的新时代好少年，在捡到将
近1万元后，把这笔巨款送回了焦急
的失主身边。

这个少年名叫郑隽熙，是柯城区
鹿鸣小学四年级班长。2月 8日傍
晚，郑隽熙与父母出门看电影，细心
的他在地上发现了一个厚厚的红包，
捡起打开一看，里面竟有9800元。

“如果我是红包的失主，我心
里肯定很着急。”他的第一反应就
是把钱交给警察叔叔。“别急，先自
己打听一下，可能失主就在附近。”
郑隽熙的父母安抚道。经过一番
努力，郑隽熙通过小区业主群与失
主取得了联系，核实了失主身份信
息和金额。当晚 6点 30分，在街道
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见证下，郑隽熙
把红包亲手交还到了失主何先生
手中。在小区门口的路灯下，失主

忍不住紧紧抱住这个拾金不昧的
男孩：“太感谢了！”

为表彰郑隽熙拾金不昧的行为，
双水桥社区也送上了一封表扬信。
事后，郑隽熙的事迹先后被“全国少
工委”公众号、今日头条、澎湃新闻、
网易视频、搜狐网、“美丽浙江”抖音
号等媒体报道，全网阅读量超千万。
郑隽熙却谦虚地说：“我只是做了一
件理所应当的小事，没想到会引起大
家这么高的关注。”

“郑隽熙是一名孝顺父母、真诚
待人的小朋友。诚信、有礼、善良已
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为人谦逊内
敛，待人真诚守信，只要答应下来的
事情，他都会尽心尽力去完成，而且
非常守时，从不失信于人。”学校老
师赞扬道，“郑隽熙同学拾金不昧的
行为给同学们树立了一个诚信有
礼的好榜样，体现了仁爱正直的家
风和尚礼笃行校风，更彰显了身为
新时代文明好少年的蓬勃朝气和责
任担当。”

近日，兴齐眼药旗下眼科医院
宣布暂停网络销售阿托品滴眼液，
引发关注。因对青少年近视具有
缓解作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被
不少家长称为“近视神药”。由于
担心买不到，不少近视儿童家长随
即开启了囤货模式。有家长表示，
刷了一天手机，赶在停售前抢购了
24盒，可以用两年。在社交平台和
二手物品交易平台上，有不少人开
始做起代购生意，代购费用从几十
到上百元不等。

青少年的视力是一个令很多
家长忧心忡忡的问题。2020 年 6
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中国眼健康
白皮书》显示，2018年，我国儿童青
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高居全
球第一。

近视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

却会对学习生活乃至就业带来影
响。呵护好孩子的眼睛，才能拥有
一个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说起
来容易，真要做起来却没那么简
单。“互联网+”时代，孩子用电脑手
机本就频繁，加上疫情两年多，很
多孩子上网课更是加剧了近视的
发生率。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能
借助药物帮助缓解近视，家长们当
然会求之不得。

阿托品滴眼液是一种竞争性毒
蕈碱受体（M受体）拮抗剂，因可使
瞳孔括约肌和睫状肌松弛，出现扩
瞳、眼内压升高和调节麻痹的作用，
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散瞳验光。研究
表明，低浓度阿托品，可有效调节痉
挛，放松眼部肌肉以及控制眼轴增
长，延缓儿童近视的发展。

互联网医院销售阿托品滴眼

液之所以引发争议，在于该药物尚
未在国内通过严格的临床试验获
批上市。基于安全考量，在一些医
院以院内制剂的形式由医生处方
给低龄近视儿童使用，而通过互联
网进行销售，固然“便利”了购买
者，但可能存在处方审核不严、扩
大使用范围、加大随访观察难度的
风险，埋下了难以预估的隐患。正
因如此，专业人士认为阿托品滴眼
液暂停网售有利于规范使用，凭借
处方才能购买阿托品滴眼液，相当
于加强了医生的把关作用，有利于
监控用药效果，规范管理青少年的
近视诊疗流程。

被奉为“近视神药”的阿托品
滴眼液固然对近视有一定缓解作
用，但并不能逆转近视，而且有一
定副作用。治疗近视，药物只是一

个方面，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保持良
好的用眼习惯、增加户外活动、减
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让眼睛得到
休息等方面入手。

家长固然需要理性看待“近视
神药”，但这起因“停售”引发的抢
购囤药风波，也给监管部门提了个
醒。现在市场上有各种各样所谓
控制或者治疗近视的产品，正好戳
中家长的焦虑情绪，从而产生病急
乱投医的心理，而这些价格高昂却
真假难辨的产品又形成了一个鱼
龙混杂的局面，更加剧了家长的焦
虑和盲目。

为了孩子的健康和作为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相关部门应该及时
认领职责，主动开展整顿治理，规
范市场，并提供权威指导信息，这
样才不至于让家长抓瞎。

开发文创IP和周边，举办演讲赛、灯谜寻宝……

廉洁文化也能很有趣
记者 尹婵萱 通讯员 朱梦真 图片由学校提供

如何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开学习会、布

置“廉洁文化走廊”、举行廉洁文化研讨活动

等常规做法之外，也许还可以有一些更创新、

更活泼的做法。近年来，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通过开发廉洁IP和周边产品，举办文化创意

大赛，开展廉洁读书会、演讲比赛、灯谜会、答

题寻宝等活动，打破了廉洁文化建设严肃的

刻板印象，将廉洁文化融入校园日常文化，调

动起全校师生建设廉洁文化的热潮，取得了

意想不到的效果。

8月7日，记者走进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深度了解这所学校丰富又有趣的廉洁文化。

虽然正值暑假，大多数师生并
不在校园，但在有值班人员的办公
室内，还是能一窥该校廉洁文化的
独特之处。

几乎在每个学院的办公桌上，
都能看到廉洁主题的各种文创周
边产品：廉洁从教主题环保手提
袋，“清莲衢职”主题杯垫，廉洁主
题文件夹、记事本、书签、手机支
架、鼠标垫……

“这些都是我们学校的师生
共同设计的。”衢职院纪检室主任
张锦平介绍，早在 2016年，校纪委
就开始了廉洁文化周边产品的尝
试。2020年开始，学校每年都举
行廉政文化创意设计大赛，来自
各院系的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思
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结合高校廉
洁文化热点，巧用衢州本地清廉

文化资源进行文化设计、数字媒
体、书画等各类作品创作，诠释着
学子们对清廉文化的独特见解。
以文创大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作
品为蓝本，衢职院每年都会推出
廉洁周边新品。

去年，校纪委还联合艺术设计
学院进行原创设计，以高校教师为
原型推出廉洁从教 IP形象——“清
清”和“莲莲”，并以其为范本创作

推出 16个“清莲衢职”微信动态表
情，浓缩了师德师风正面示范的标
杆。从此，衢职院师生的聊天记录
里，多了两位生动亲切的卡通版

“廉洁监督员”。“清清”和“莲莲”也
一跃成为校园里的“当红明星”，在
许多廉洁文化周边产品如鼠标垫、
雨伞上，也经常能看见他们“循循
善诱”的身影。

除了开发廉洁文化 IP和周边
产品、举办廉洁文创大赛，衢职院
还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来推进廉
洁文化建设——

去年，学校发起“重温红色家
风 涵养清廉底色”读书会活动，通
过品读《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进模范
人物好家风故事集》，给师生们带
来了持续的内心激荡。

在学校举办的“不忘初心·廉洁

从教 永葆教师本色”演讲比赛中，
参赛教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身边
的感人事迹为题材，从不同角度诠
释了师德的深刻内涵，展现了学校
一代代教师潜心育人、身正为范的
价值追求，激起大家强烈共鸣。

在“以青春领航·做廉洁榜样”
文艺汇演中，参演师生代表通过歌
曲、朗诵、文创展示、情景宣讲、音
诗画等方式，集中展示全校师生颂

扬廉洁之美、唱响廉洁之歌的成果
与风采；从“一琴一鹤”赵抃人物生
平中汲取灵感和养分，马克思主义
学院开展赵抃清廉文化深度研究，
并将江山清漾毛氏家族家风家训
研究有机融入课程思政专题教学
中，积极打造出“学生最爱听的清
廉思政故事”，相关教师研究论文
获得全国高职高专党委书记论坛
论文一等奖。

学校还不定期向师生赠送廉
政书籍，举办廉政灯谜会，开展笔
墨书廉洁、廉扇送清风活动，制作
廉政口袋书，发起“共话廉洁 共享
清风 ”答题寻宝……一系列由校
纪委和各学院共同策划、组织的活
动，不断丰富着廉洁文化主题活动
的内涵，让清廉因子润物无声地融
入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也让校
园清风成为学校最靓丽的底色。

新时代好少年

开发廉洁IP和周边产品

“文创浪潮”调动起全校积极性

读书会、演讲比赛、答题寻宝……

廉洁文化融入校园日常

打造“清廉学校”建设衢职样板

廉洁文化可以“不板着脸”

2022年普通高校
招生录取工作结束

浙江录取33.7万人

郑隽熙：
拾金不昧的新时代好少年

记者 尹婵萱 通讯员 虞燕娣

▲衢职院学生创作廉洁文创产品

▼廉洁主题的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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