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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加分制度暂不取消
据"中国青年报#
教育部日前对全国
人大代表赵林中提出的关于取消高考加分
的建议给予答复称:
“综合各方意见,我们
认为应继续坚持发挥高考加分政策在推进
中学实施素质教育、落实党和国家对部分
特殊群体的关心方面的作用。”
此外,有媒体报道称,教育部考试中心

有关负责人称,如果高考时间确定调整,至
少会提前一年告知社会。
今年 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
表、浙江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
提交了一份《关于体现教育公平,取消高考
加分的建议》,他认为,
“琴棋书画、体育运
动,这些本该是孩子的兴趣爱好,一旦跟高

考挂钩,就变了味。”况且,家庭贫困或是农
村的孩子,他们没钱买“三模三电”器材,
势
必会造成不公现象。他建议进一步扩大取
消高考加分,为学生创造开放的成长环境,
体现教育公平。
教育部表示,2009年以来教育部为规
范高考加分做了多方面工作,包括规范地

审理涉黑案
不得拔高或降格

南昌地铁一号线工地坍陷

新 华 社 北 京 !" 月 !# 日 电
各级人
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刑法、
刑事诉讼法及有
关法律解释的规定审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严格按照法定标准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决不允许在案件定性问题上出现人为
“拔高”或“降格”处理的现象。
上述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 15日下发的
《关于人民法院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工作意见》中,对各级法院审理黑恶势
力犯罪案件提出的要求。
《意见》还强调,在审判中还要不断强
化程序意识,
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
各项诉讼权利,
以维护和体现法律的严肃性
与公正性。

!" 月 !# 日上午 ! 南昌地铁 一 号线
珠江站施 工现场 附近 发 生 地 陷" 据 悉!
坍塌的地面位于珠江路站工程护栏东
面的人行道上! 现场出现一个宽约 $
米!长约 % 米!深约 ! 米的大坑" 目前塌
陷的原因尚不明确"
据附近的 一黄 姓居 民 反映 !坍 塌 处
前几 天就 出现了路面 开 裂 !该居 民 认 为
地面塌陷的原因可能与连日的降雨和
附近的施工有关"
$本报综合%

嫦娥二号六种有效载荷开机

百个!最中国"汉字选出
“ ”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上,几百名演员扮演的活字印刷字模通过
不断变幻,用大篆、小篆、楷书三种不同字体
—“和”。
展现了同一个汉字——
这一幕至今让人津津乐道,而这个包含
“和谐”“和平”“和睦” 等意义的汉字,最
近再度被由中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汉学
家和网民评选为“最中国”的汉字。
最新一期的《中华遗产》杂志发布了该
社组织的 “100个最具中华文化意义的汉
字”评选结果。100个“最中国”的汉字中,
既有代表着社会文明发展的耕、禾、农、家、
田、丝、工,也有包容着中国哲学、宗教、社会
文化思想的儒、道、佛、悟、戒,体现国家情怀
的中、
东、北、土、社、
九、
鼎、国。
《中华遗产》由中华书局、中国国家地
理杂志社和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主办。
该刊主编黄秀芳原本预估评选结果会是见
仁见智、千人千字,但最终却是令人意外的
“英雄所见略同”。“尤其是票数比较集中
的汉字,若将它们排列起来,几乎就是儒家
文化的关键词:天、和、礼、道、德、仁、义、忠、
信。”
入选的汉字中还有许多代表中华民俗
文化的字,如“龙”“凤”“宝”“玉”。网友
“诡辩术”说,龙作为中国几千年的图腾延
续至今,
“龙”字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凝聚,目
睹了时代更迭和王朝兴衰。
据新 华 社 电

方性加分项目、降低分值、降低高利害性;
完
善四级信息公开公示制度,
逐步做到让享受
加分政策的考生在阳光下接受监督;
通过申
报、审核、公示、确认等环节,审查考生加分
资格。对赵林中代表提出的“三模三电”项
目在加分中出现的问题及奥赛学习功利化
问题,
教育部表示要系统研究、统筹解决。

新 华 社 北 京 !" 月 !# 日 电
15日
17时 10分,嫦娥二号卫星上 搭载 的除
CCD立体相机以外的六种有效载荷已全
部开机,在轨测试完成后将陆续开展科学
探测。
据卫星有效载荷分系统专家介绍,嫦
娥二号卫星上搭载了七种有效载荷,分别
是 CCD立体相机、激光高度计、γ 射线谱
仪、
X射线谱仪、微波探测仪、太阳高能粒
子探测器、太阳风离子探测器。其中,太阳
高能粒子探测器、太阳风离子探测器、γ
射线谱仪在卫星奔月期间已经开机工作。
除 CCD相机以外的其他 3种载荷在卫星

进入工作轨道并转入侧飞状态后陆续开始
在轨测试,为今后的科学探测工作做准备。
据卫星有效载荷分系统专家介绍,激
光高度计主要用于对全月球进行较为详细
的三维地形测量。γ 射线谱仪主要通过测
量月表物质的 γ 射线,探测有用元素的含
量和分布,该仪器已于 4日开机,完成了
γ 射线宇宙弥漫背景数据的获取。X射线
谱仪的功能是通过测量月表物质的荧光 X
射线谱,获得月球表面有用元素的含量和
分布。
微波探测仪、太阳高能粒子探测器、太
阳风离子探测器的设计与嫦娥一号大致相

同,其中,
微波探测仪主要用于测量不同深
度的月球土壤微波辐射亮温,进而反演出
月壤厚度的信息;太阳高能粒子探测器主
要通过对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通量的分
析,获得地月空间环境的科学数据;太阳风
离子探测器主要探测原始太阳风离子能谱
等反映地月空间环境的重要数据。嫦娥一
号卫星运行期间是太阳活动的平静期,而
当前正值太阳活动的上升期,更有利于探
测到具有典型特征的数据。
用于获取月球表面及嫦娥三号卫星备
选着陆区高分辨率图像的 CCD立体相机
预计于 10月下旬择日开机。

济南一!被精神病"获赔
新 华 社 济 南 !" 月 !# 日 电
正在家
休息,却被精神病院工作人员强行捆绑,欲
送往医院,
济南市市中区这位“被精神病”
者为此将这家精神病院和自己的妻子告上
法院。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一审“以侵
犯公民人身自由”为由,判决精神病院依
法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元。这
是全国首例生效的公民被当成精神病患者
收治引发诉讼的判决。
2010年 3月 9日,李元(
化名)
的妻子

吕秀芳(
化名)
到济南一精神病院称其丈夫
有精神病,并为丈夫办理了住院手续,交纳
了 3000元住院押金。第二天,精神病院 4
名工作人员乘出租车到李元家,欲将其带
往医院治疗。由于李拒不前往,并极力反
抗,精神病院工作人员采取了用约束带捆
绑的方式,将其从家中强行带出,欲将其塞
入出租车带往医院,
在此过程中,李元极力
反抗,引来部分群众围观。后吕秀芳打电话
报警,公安民警到达现场后,精神病院工作

糖尿病纯中药治疗获重大突破

人员解开了捆绑李元的约束带。
此后,李元将这家精神病院及其妻子
告上法院,认为精神病院在没有任何证据,
也没采取任何医疗诊断的情况下,采取暴
力手段将自己送往精神病院治疗的行为,
给自己心理上、精神上造成巨大创伤,请求
判令精神病院赔偿精神损失费 5万元。
法院一审判决精神病院赔偿李元精神
损害抚慰金 5000元。目前,
这一判决已经
生效。

荣 获 国 家 专 利 保 护 !" 年

糖尿病专用药问世—芪味糖平胶囊
全面治疗“心、
脑、
眼、
肾”并发症 让每个糖尿病患者永无后顾之忧 发明专利号：CN02110059.4
七十年经验方 二十七味纯中药
芪味糖平胶囊源
于 新 中 国 首 批 500
名老中医之一 山西
省中医学会理事,
山
西省药品评审委员
会委员三部六病中
医理论创始人——
—刘绍武先生 70
年经验方,
精选 27味纯中药凝练而
成,是国内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保护
20年的纯中药糖尿病专用国药。独
家理论,
独特综合平衡疗法全面治
疗糖 尿病,平稳降糖,防治并发
症,从根本上让糖尿病人恢复健康
生活。

芪味糖平胶囊四阶段治疗方案 国药准字 B20020130

三向联动，
综合平衡疗法
全面防治并发症

芪味糖平胶囊首次提出糖尿病
“三向联动,
综合平衡疗法”,
汲取了传
统医学治疗糖尿病的精粹,
并结合了现
代医学对糖尿病研究的最高科研成果,
实现从综合受体入手,
恢复胰岛细胞功
能。
同时补气活血,
养阴生津,
平衡脏腑
功能,
通过降糖、
治血、
补肾三向共同作
用,全面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五高”
危险因素:即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高血粘,高血尿酸症,全面达标综合治
疗。
临床证明此疗法抓住了糖尿病治疗
的关键—阻止胰岛细胞斑点坏死,
修复
变性胰岛细胞,
恢复 胰岛功能,
使血糖
彻底平衡。

第一阶段!稳定血糖期

连续服用芪味糖平胶囊 30天
左右,患者血糖趋于正常,口渴、易
饥、乏力、盗汗、夜尿频多、视力模
糊、皮肤瘙痒刺痛、失眠等症状明
显改善至消失,精神状态良好。

抑制肾衰竭,
并发症得到
肢麻木,
高血压高血脂,
心慌胸闷等 消除尿蛋白,
全面控制和治疗,
症状消除。
症状全面改善至消失。
第三阶段!改善微循环防治并发症

经过修复治疗期后,
再服用 60
天,
机体胰岛功能恢复正常,
益气活
血补肾全面改善心、
脑、
眼、肝、肾、
第二阶段!修复治疗期
四肢等组织器官的微循环,清除因
经过稳定血糖治疗后,再服用 长期服用西药及含有大量西药降糖
60
天胰岛受体恢复活性,
胰岛细胞分 成分保健品,滞留在肝肾组织及血
泌胰岛素增加,降低胰岛素抵抗,
四 管内的毒素,改善男女性功能障碍,

第四阶段!巩固停药期

经过上述三阶段的治疗,需再
连续服用 60天,加以巩固治疗,使
胰脏及受损的各组织器官得到全面
深入的调理,
恢复正常代谢,提高自
身免疫力,
此阶段中,可逐步减少芪
味糖平胶囊的服用剂量,
直至停药。

指定销售服务中心地址!北马路车站对面联生大药房 咨询
郑 重 声 明 ：凡 服 用 1
5天 无 效 者 退 货 !免费送货"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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