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下午 4∶40，选测考试终考
铃声响起，2020 年普通高考正式收
官。12 年磨一剑，换来这一瞬间。
无论考题难易考得如何，在孩子走
出考场的那一刻，家长们都用同一
个表情来回应——满脸欢喜。家长
们的花式接考，温馨感人，浓浓的亲
情弥漫在考点周围。

最壮观接考
“妈妈团”集体送花

省常中考点外，鲜花随处可见。
记者注意到，相比于往年，今年每束
花里都有向日葵，寓意“一举夺魁”。

十多位妈妈聚在一起，手上的
鲜花是统一配置——向日葵和康乃
馨。她们是田家炳高中高三（10）班
的家长，相约一起接考。

一位妈妈说，孩子走出考点那
一刻值得纪念，此前有家长提议送
花给他们一份惊喜，得到其他家长
的集体响应。鲜花是统一订的，他
们还专门定制了一张海报，上面有
班级“全家福”，和同学们笑脸交相
辉映的，是“步步糕和粽子”的图片。

铃声响起，考生鱼贯而出，看到
妈妈们争相递上的鲜花，孩子们乐
坏了。

最亮眼接考
高举女儿“爱豆”手幅

这对父母在人群中很醒目，两
人手上高举着韩国明星吴世勋的
手幅。“鲜花丛中，我们的接考装备
很特别，丫头应该能一眼看到我
们。”爸爸阮先生对爱人说。他们的

女儿是新桥高中美术生，兼报了物
理、地理两门科目。

“高考前她提要求，希望出考场
时能看到偶像。这要求不过分呀，我
们当然要满足。”阮先生说，为备战高
考，女儿将“爱豆”暂时搁置一边。考
完了，可以没负担地追星了。

最惊喜接考
爸爸送上“熊抱”

在田家炳高中考点门口，一只
可爱的人型布朗熊成了众人瞩目的
焦点，引得大家争相合影。

布朗熊的扮演者不是别人，正
是二中考生佳佳的爸爸朱先生，而
在他周围，亲友们也全员出动，手捧
四束鲜花，一同等待着“小公主”的
凯旋。

头套有几斤重，再加上天气闷
热，没几分钟朱先生就汗流浃背，但
他依然以饱满的状态站在人群中央
迎接女儿。朱先生说，这个惊喜他准
备了一个月，从电脑城一家服装租赁
公司花了 80 元/天租来了玩偶服。

“女儿寒窗十年终于熬出头了，所以
我特意挑了她最喜欢的布朗熊，想在
这难忘的时刻给她一个‘熊抱’。”

下午 5∶00，当佳佳从考场出来
时，朱先生立刻上前送上大大的“熊
抱”，让女儿又惊又喜。佳佳说，爸
爸很浪漫，经常给自己惊喜，这一次
用心的“熊抱”，更是让她感动到眼
眶湿润。 毛翠娥 杨曌 文 王锐 摄

2020年高考落幕，人生进入“下一场”的竞逐与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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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市委
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部
署推进老城厢复兴发展
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齐家滨主持
会议并指出，要进一步统
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
方向，围绕打造“人文城
厢”“活力城厢”“品质城
厢”“宜居城厢”,全力推
进这一常州“根”和“魂”
的全面复兴，用实际行动
将规划蓝图、美好愿景变
为精彩现实，让今天的努
力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
历史检验。

市长陈金虎、市政协
主席白云萍出席会议。

老城厢地区历史悠
久、人文荟萃、底蕴深厚，
一直以来就是常州的经
济、文化和生活核心。今
年 4 月 28 日，市委、市政
府专题研究部署老城厢
复兴发展工作，会后市住
建局牵头起草《常州老城
厢复兴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纲要》。5 月份，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听
取老城厢复兴发展工作
汇报并赴实地察看，经多
方论证、反复修改，行动
方案逐步完善。

齐家滨指出，老城厢
在常州发展历史上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拥有高度集聚的历史文
化资源，是常州的“根”和

“魂”；面向未来，老城厢
也是极为重要的宝贵资
源。我市已成立老城厢
复兴发展领导小组及其
办公室，由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任组长，成立常
州大运河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实体化运作平台，统
筹推进老城厢复兴发展
的相关工作。各级各部
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进
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形成
以政府主导、平台运作、
市 场 化 推 进 的 运 行 机
制，按照责任分工制定
详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全力推进老城厢复兴。

要 坚 持 工 作 标 准 。
坚持高起点定位、高水平
谋划，对标国内一流标
准、一流水平，充分借鉴
先进城市的规划建设经
验，本着对城市负责、对
历史负责的态度，对每个
项目的规划设计都精益
求精、反复推敲，对一些
关键核心项目要拓宽眼
界，聘请国内外一流团队
顶尖专家设计。要按照
干则一流、出则精品的工
作标准，坚持高品质建
设，把老城厢打造成看常
州、读常州、品常州的重
要城市名片。

要 挖 掘 文 旅 资 源 。
坚持走文商旅融合发展
之路，用“文旅+”为老城
厢复兴发展赋能，统筹做

好文物保护、文化传承、
旅游开发等各项工作。
将丰富的文旅资源串珠
成链、连线成片，每一栋
建筑、每一个店面、每一
处街景都要精心设计，让
文化创意和旅游服务遍
布街头巷尾、房前屋后，
打造更多“转角遇见”的

“网红产品”“打卡胜地”，
让 游 客 随 处“ 邂 逅 ”惊
喜。用好用活常州名人、
名居、名巷资源，提炼更
加生动、有感染力的常州
故事，打响老城厢品牌。

要 打 造 第 一 商 圈 。
抓住当前促消费政策频
频出台的“档期”，在存量
改造、业态升级、模式创
新等方面做好文章，努力
做到消费品牌最新最潮、
购物环境最优最好，打造
名副其实的龙城“第一商
圈”。要利用好老城厢的
资源禀赋，融入文化元
素、时尚元素，培育“夜
市、夜食、夜展、夜秀、夜
节、夜宿”等夜游产品，把

“龙城夜未央”打造成为
全国知名的夜生活品牌。

要 体 现 民 生 温 度 。
以推进老城厢复兴发展
为契机，办好一批民生实
事，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实现老城保护、文旅
开发、居民生活的“美美
与共”，真正把老城厢打
造成最有温度、人人向往
的人居首选地。要加快
老城厢范围内老旧小区、
背街小巷改造，提升老运
河、关河等滨水空间品
质，让市民居住、就医、入
学、购物、休闲等更方便、
更优质、更满意，体验到

“城区即景区、景区即生
活”的幸福生活。要运用
城市“一网统管”，把老城
厢打造成全市城市管理
的样板区。

陈金虎指出，做好老
城厢复兴发展工作，要处
理好“旧与新”“体与魂”

“动与静”“昼与夜”“岸与
水”“居与旅”“建和管”七
个方面的关系。既要把
优质传统文化传承下来，
又要把具有时代风貌的
特色塑造出来；要充分挖
掘好红色文化、名人文
化、园林文化、运河文化、
工商文化等富有常州特
色的文化资源，讲好常州
故事。要注重老城厢的
建筑与文化氛围相融合，
融合旅游元素，增强市民
的文化自豪感；既要服务
旅客，也要改造环境，服
务好市民；要创新思维，
考虑好业态、功能营运等
方面的综合效应，合理运
用社会资本参与老城厢
复兴建设。

市四套班子领导参
加会议。

（刘懿）

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

全力推进常州老城厢复兴

本报讯 随着 2020 年高考的结
束，江苏省“08 高考方案”彻底退出
历史舞台。明年开始，江苏高考启
用“新方案”。

今年是特殊高考年，为确保平安
高考顺利实现，全省各地在卫生防
疫、考点布置、交通出行、环境整治、
恶劣天气应对等方面加强综合保
障。考试安全平稳顺利，未发生失密
泄密事件和群体违纪舞弊事件，社会
反应平稳。

根据今年高校招生工作进程，我
省高考网上评卷在 7 月 10 日展开。
预计7月25日公布高考成绩。

考生分两个阶段网上填报平行

志愿——
第一阶段：7月28日至8月2日，

填报本科院校志愿。包括：文科类或
理科类提前录取本科院校，含军事、公
安政法、航海、地方专项计划、乡村教
师计划、其他院校等；体育类或艺术类
提前录取本科院校；文科类或理科类
第一、二批本科院校志愿。其中，艺术
类提前录取本科院校第1小批志愿的
填报时间为7月28日至30日。

第二阶段：8 月 27 日至 28 日，
填报高职（专科）院校志愿。凡未被
第一阶段各批次高校录取且达到第
二阶段填报志愿资格线的考生均可
填报，包括：文科类、理科类、体育

类、艺术类高职（专科）院校志愿。
在各批次平行院校志愿录取结

束后，省教育考试院将及时公布未
完成招生计划的高校、专业及计划
数。未被录取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
自行上网填报征求（平行）院校志
愿。

省教育考试院于 8 月 26 日起开
放注册入学管理平台，考生可随时
登录平台查询注册入学试点院校的
招生章程、招生计划、录取要求等相
关信息。9 月 7 日至 11 日分两轮进
行，计算机自动匹配，考生无需确
认。

（毛翠娥）

江苏高考预计7月25日公布成绩

本报讯 昨天，大部分考生考完
最后一门就彻底解放了。但还有一
些学生，即将奔赴另一个考场。除
了高考后举行的“综合评价”录取考
试，7 月底至 8 月初，今年首次亮相
的高校“强基计划”将组织校考。

今年，走过 17 个年头的高校自
主招生退出历史舞台，36 所“双一
流”高校推出“强基计划”，江苏有两
所，分别是南京大学、东南大学。

据了解，“强基计划”选拔对象

定位于基础学科拔尖、并有志于服
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学生，包括两类：
一是综合素质优秀、高考成绩优异；
二是在五大学科竞赛拿到过硬奖项
的。根据各校招生简章，“强基计
划”招生专业大多是基础学科。在
报考院校范围上，各校明确，“强基
计划”限报一所，这也避免了学生奔
波赶考。

“强基计划”已于 5 月报名，高
考成绩发布后，高校根据高考成绩

和计划数按比例确定“强基计划”入
围人数。校考内容包括“体测、笔
试、面试”，部分高校没有笔试。决
定考生最后录取结果的综合成绩由
高考成绩和校考成绩共同构成，其
中高考成绩占比85%。

据介绍，“强基计划”将实行导
师制，单独编班，进行小班化培养，
探索建立本—硕—博衔接的培养模
式。

（毛翠娥）

高考成绩占比85%

36所高校“强基计划”本月底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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