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力了就没有遗憾
大不了从头再来

据医生介绍，小阳的手术，在正常
情况下，3、4天才能恢复下床，能否离开
医院参加中考，需要看手术当天晚上的
情况，“如果他没有出现剧烈的疼痛，能
够简单挪动身体，可以将其护送至考
场。”站在一旁纠结的陈丽，面对医生的
答复，更加纠结。

“其实我还好，只是孩子有些接受
不了。”陈丽接了个电话，班主任李老师
打来的，关于能否把小阳考场搬到病房
一事，根据相关规定，无法实现，但学校
方面在积极向成都市教育局申请，争取
在考点为小阳提供一间特殊的考室。

不过在昨日晚些时候，记者从陈
丽处得知，因发病到手术时间突然，
医生称小阳的病情不适合出院参加中
考，在离开医院的辅助设备后，很难
保障刚做手术不久的伤口不恶化和小
阳自身的安全。

几个小时前因有希望而激动的陈
丽，这一次在电话里语调低沉，不过
她说，孩子尽力了就没有遗憾，6月19
日，小阳将参加绵阳南山中学的自主
招生考试，“医生说了，19号出院没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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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前一天突发疾病 无法进考场
家长：尽力了就没有遗憾

不需要土壤和阳光，实现任何时间、
地点的植物智能化生产，单位面积产量可
达普通耕地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项颠
覆“万物生长靠太阳”观念的“神器”其实
就是LED植物专用光，这项植物工厂内不
可或缺的LED植物照明技术，采用的就是
四川新力光源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产品。

目前，这家总部在成都的企业不仅已
研发了LED植物照明产品，还已在长春设
立植物工厂实验基地，已成功种植出不可
能在东北地区生长的车厘子。

稀土荧光粉
为蔬菜量身定制“光”

6月1日，新力光源研发生产的LED植
物照明灯正式亮相国家“十二五”科技创
新成就展。王森是研发负责人，他介绍，在
展会现场的LED植物照明，采用的就是新
力光源自主研发并生产的T8一体化植物
照明灯。他说，这项技术和产品亮相国家

“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是因为目前
这项技术是全球独有！”

这项技术是什么原理？“T8一体化植
物照明灯是基于新力光源自主研发的
AC-LED照明技术，通过精确的稀土荧光
粉配比，使光源能够根据不同植物提供具
有针对性的精准光配比，有效促进植物的
光合作用，为植物生长创造更适合的条
件。”王森说，LED植物照明灯最大的功能
就是针对植物对光的需求特制光谱，可以
为不同类型、不同生长期的植物量身定制
光质、光量、光周期。

“稀土荧光粉是新力光源的独有专
利，目前新力光源有1015项国家专利，而
在植物照明方面的专利就已有20多项。”
在王森看来，特制光谱，就好比针对不同
年龄段的人配置婴幼儿奶粉、中老年奶
粉，可让人吸收到有用的营养物质，在
LED光环境下成长出来的植物，维生素和
糖的含量几乎没有变化。由于充足的光

源，植物的光合效率提高，植物的潜能可
得到彻底发挥。

打破自然条件限制
冬天在长春种出车厘子

记者了解到，植物工厂的生产技术
率先在日本、以色列、丹麦等土地资源紧
张的国家成型，而我国是近几年才逐渐
开始建设植物工厂，并不断推进本土化
技术。

不在地里种、不用太阳照，智能植物
工厂是如何将蔬菜水果用“流水线”生产
出来？目前，新力光源和中科院地理所在
长春设立了实验基地——中科光电（长
春）公司，并已经实现生菜、茄子、车厘子、
草莓等蔬果的量产。

王森向记者介绍，除了根据植物对不
同光谱的“偏好”，选择相应的LED灯取代
阳光作为光源，进行24小时不间断光照，
还要对植物工厂内的温度、湿度、光照、气
流、二氧化碳浓度以及营养液等环境要素
作实时自动监控，从而确保光合作用的最
大效果。与传统种植模式相比，其土地利
用率高，操作省力，机械化程度高，产品安
全无污染，营养价值大大提高。

“通过对工厂内环境的高精度控制，
植物的生长在这里几乎不受自然条件的
制约，生长周期加快。”王森告诉记者，在
植物工厂内种植的生菜、小白菜等，20天
左右就能收获，而在普通的大田里，则需
要一个月到40天。在试验中，仅茄子这类
蔬菜，一季一亩地就增产了2000多斤，很
大程度上增加了种植户的收入。

而在今年初实验成功的车厘子更是
填补了在东北地区无法种植车厘子的空
白。王森说，以前在长春是吃不到本地产
的车厘子的，因为受光照限制，车厘子无
法在东北地区生长成熟，而今年春节在长
春实验成功的车厘子，虽然售价达180元
左右，依旧供不应求。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川农自主招生考试：
如何看待“魏则西事件”？

昨日，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
学、四川农业大学3所高校举行自主招
生考试，学校特别的考题成为考生及
低年级同学的谈资。

川农自主招生考试面试考题共有
四个。其中，两大考题紧追时事，又饱
含争议：老人摔倒扶还是不扶？到底谁
该为魏则西之死担责？

电子科大的面试考题，据考生回忆
复述，第一个是“1个店员去销毁过期仅
1天的面包（面包没毒），路上遇到了难
民，该不该把面包给难民？现场有记者，
该不该让记者报道？”还有两个问题分
别是“父母应该如何不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电子商务和实体经济对立吗？
互联网+的影响和意义何在？”

西南交大的面试则有点“特殊”。
首先，老师将所有考生分成五人一组，
随后考生以小组为单位进入考室，老
师会抛给小组一个问题。小组成员经
过十分钟的讨论，再选出一个代表发
表总结陈词，其他成员可补充发言。
成都商报记者王霞严丹实习生尹沁彤

大数据填高考志愿
咨询费被炒至数万
实无数据支撑

高考之后，考生和家长即将面临
志愿填报“大考”。从去年开始，我国全
面实行平行志愿录取投档以后，许多
考生和家长对填报哪所大学、哪个专
业更加“拿不准”了。在这种背景下，高
考志愿咨询服务应运而生，“大数据帮
你填报上好大学”之类的广告比比皆
是，部分“一对一”咨询价格更是一路
被炒至数万元的“天价”。

记者发现，有关高考志愿填报的
服务已经发展成为系列的产品，其中资
深老师“一对一”报考咨询服务，价格从
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而每家相关机构
都表示，他们所提供的方案是运用大数
据得出来的，可靠程度非常高。

但实际上，某在线教育机构人员
透露，目前并没有很明确的大数据分
析方式。同时专家指出，如果数据推测
出某个专业的录取分数很低，就会出
现很多考生报考这个专业，反而会把
分数抬高。

专家提醒，完全相信大数据和咨
询机构填报志愿会带来新的风险。怎
么填事关考生的前途，家长和考生应
做好功课、心中有底，才能理性地做出
判断和选择。 （京华时报）

成都高新区和五城区
公益性幼儿园今起网上报名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瑾）根据成
都市教育局和各城区教育行政部门统
一安排，今日上午9：00，成都高新区和
五城区公益性幼儿园网上报名将正式
启动，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17日17：00。
适龄幼儿家长可通过登录成都市公益
性幼儿园网上报名系统（xq.cdzk.net）
为适龄幼儿进行网上报名，也可通过
成都教育网、各城区教育行政部门官
方网站提供的链接进行登录。

成都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只需在6
月13日~17日期间任一时间登录网报
系统进行报名操作即可，招生录取与
报名时间先后顺序无关。

公益性幼儿园优先招收2012年9
月1日~2013年8月31日间出生，拟就读
小班的五城区和成都高新区户籍幼
儿。今年，成都市中心城区184所公益
性幼儿园提供招生计划约12300个。根
据报名情况，若公益性幼儿园划片服
务范围的幼儿报名数大于招生计划
数，将采取随机派位方式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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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考今天中考，，昨日下午的试座昨日下午的试座，，成都成都
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考点的一间教室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考点的一间教室
里里，，小阳小阳（（化名化名））座位空缺了座位空缺了。。彼时的他彼时的他
正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城东病区做睾丸正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城东病区做睾丸
扭转手术扭转手术。。因昨日早上突发病症因昨日早上突发病症，，小阳小阳
不得不紧急入院不得不紧急入院，，得知此事后得知此事后，，小阳就小阳就
读的成都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积极向读的成都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积极向
成都市教育局递交了申请成都市教育局递交了申请，，争取在考争取在考
点为小阳提供一间特殊的考室点为小阳提供一间特殊的考室。。遗憾遗憾
的是的是，，因发病到手术时间突然因发病到手术时间突然，，医生称医生称
小阳的病情不适合出院参加中考小阳的病情不适合出院参加中考。。

得知这一消息得知这一消息，，这位成绩在全年这位成绩在全年
级前级前4040名的男生名的男生，，除了哭除了哭，，什么也做什么也做
不了不了。。

紧
急

川农女生晒19年前后
同地点对比照

11日，自称“小农女”的网友“邓又弟”在微
博上晒出一组分别于1997年6月和2016年6月
在四川农业大学雅安校本部相同地点的对比
照，迅速走红网络。12日，记者证实，网友“邓又
弟”真名叫邓又天，是川农一名大四学生。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邓又天供图）

颠覆“万物生长靠太阳”
LED种出车厘子
“智能LED植物工厂”：种植蔬菜水果不用依靠土壤和太阳

中考前一天
突发病症入院

小阳被推出手术室是昨日下午3点半，
2016年中考成都市各考点考生正在进行试
座。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城东病区，小阳的家
人只字未提中考的事，只是鼓励他不要担
心，手术很顺利。

不过在病房走廊上，小阳母亲陈丽（化
名）坦言，还是很遗憾，孩子辛苦了3年，而
且成绩一直很好。“从发病到手术就仅仅几
个小时，我们都觉得太过突然。”

中考前一天，小阳的学校没有放假，他
也像往常一样早上7点起床，准备将温课迎
考的状态保持到最后一刻。

出门前，母亲叮嘱他，把复习资料都带
上，学校没安排就再复习一下，他回答说

“已经带了。”小阳坐在家里的凳子上，迟迟
没有起身，“我想坚持看看，忍得住不。”他
说，出门前已经感觉身体不舒服。

他最终告诉母亲，腹部痛得厉害，
“我当时劝他干脆先到医院去看看，结果
被他拒绝了，还是坚持要去学校。”陈丽
告诉记者。

到了学校，班主任李解在给学生进行
考前鼓励时，小阳始终打不起精神。“我看
到他一直捂着腹部，后来通知了家长，把他
送到了医院。”

遗
憾

为数学题和同学争红脸
得知或无法中考流泪了

通过医院的彩超报告显示，小阳患上睾丸
扭转这一并不常见的疾病，发病急骤，需立即
进行手术，得知消息，陈丽赶紧告诉医生，“必
须现在做手术？娃娃明天要参加中考。”不过医
生仍然坚持起初的建议。小阳这才晓得，昨日
入院做完手术后，再出院，中考可能都结束了，
他避开母亲，一个人跑到病房走廊哭了。

班主任李老师告诉记者，初中三年，小
阳的成绩除了两次小波动外，平时均稳居全
年级前40名。“这孩子脑袋灵光，学习也刻
苦。”李老师记得，有一次小阳和同学讨论一
道数学题，两人为捍卫自己的解题方式，争
得面红耳赤，“教书多年很少见到这样热爱
钻研的学生。”

今年5月，小阳因患湿疹请了一个月的
假，“每天在家里，不能和别的同学一样在学
校复习，他感觉压力很大。”陈丽说，尽管孩
子没有到起早摸黑、熬更守夜的地步，但为
了中考，他付出了很多，很想考一个好学校，
继续钻研他喜爱的数理化科目。

昨日在小阳结束手术半个小时后，记者
坐到了他病床边，他说自己的目标是，考上
所就读的成都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高中部，
在班主任李老师看来，照小阳的成绩，如果
正常发挥，问题不大。

希
望

18所港澳高校在川招生
对英语成绩有要求

成都商报讯（实习记者 赵雨欣）
昨日，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今年
有12所香港高校和6所澳门高校在川
招生，共计18所。

12所香港院校分别是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
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
学、岭南大学、香港教育学院、香港树
仁大学、香港公开大学、香港演艺学
院、珠海学院。

6所澳门院校分别是澳门大学、澳门
科技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旅游学院、澳
门城市大学和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另外，大部分港澳高校都会对考
生的英语成绩提出要求，如香港教育
学院要求考生的高考英语分数达到
110分（满分150分）及以上，如报读以
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或要求有良好英
语水平的课程，考生的英语分数还必
须达到120分（满分150分）及以上。因
此，英语成绩好的考生比较具有优势。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记者 张士博

小阳不能参加今天的中考，母亲非常着急

邓又天和母亲

邓又天和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