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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凭考生号、身份证
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上网填报志愿，并对自己
所填报信息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负责，不需要现场
签字确认志愿信息。填报志愿截止时间前，考生
可上网修改自己的志愿信息。填报志愿时间截止
后，任何人不得更改考生志愿信息。

6月12日—16日，全省将进行模拟网上填报志
愿。有意向报考公安院校的考生，同时需登录2018
年公安政法院校信息采集系统，填写相关信息。

6月25日前， 考生可以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公
布的查询渠道查询成绩。考试成绩只通知考生本
人。6月25日以后，考生可凭考生号、身份证号、密
码和动态口令卡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打印成
绩通知单。

第一阶段填报志愿工作于6月27日至7月2日
进行，其中，艺术类提前录取本科第1小批院校志
愿的填报时间为6月27日至29日； 第二阶段填报
志愿工作于7月27日至28日进行。

在每个批次录取结束后，未被录取且符合相
应批次填报征求志愿条件的考生，须在规定的时
间内自行上网填报征求院校志愿。

注册入学时间安排：8月7日—11日， 考生须
按时申请、按时确认。

口令卡背面有填报志愿时间表，请考生保管
好本人准考证和动态口令卡。

符合报考军校、公安等类院校的考生凭准考
证、身份证、户口簿、成绩单自行到省指定地点参
加心品测试、政审、军检、体能测试和面试等。

记者 楚楚

最新消息称，股神巴菲特2018年度的慈
善午餐拍卖已经结束， 最终成交价高达330
万美元，比去年高出了62万美元。中国人对
巴菲特慈善午餐并不陌生，自其2000年开拍
以来，公布姓名的中标者中，就有3名华人。

在对巴菲特午餐的关注中，存在多种视
角，有商业视角，有娱乐视角，当然也有只是
稍稍有些淡化的慈善视角。

巴菲特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

家，有其过人之处，有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
会，能够讨得一点真经，对于不差钱的富豪
来说应该是有价值的。所以看到，花钱与巴
菲特吃饭的富豪， 基本都表示是值得的，包
括几位华人富豪，都在事后肯定了与巴菲特

吃饭的价值。这些话只能姑且听之，巴菲特
的投资成功秘诀“价值投资，长线持有”，又
真的被几个人认可和坚守了？

正是由于这一事实的存在，巴菲特午餐
自面世以来，一直存在异议。财经作家吴晓
波就认为，巴菲特午餐只是一场秀，人们拍
卖巴菲特的午餐， 就像粉丝对偶像的狂热。
这种心理是存在的， 参加巴菲特午餐的人，
不排除就是为了满足粉丝心理，或者只是为
了蹭巴菲特流量。 而大众审视这场午餐，也
更多出于一种消费心理和娱乐心理，很多人
关心的只是这顿午餐最终拍出了什么价格，
最终由谁拍走。

对巴菲特午餐的这两种关注视角，应该

不是什么意外。但还要看到，如果仅仅从商业
和娱乐的视角去审视这场午餐，那就有些偏
了。

这顿午餐有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 “慈
善”。正如我们知道的，巴菲特曾经与盖茨一
道发起过“捐赠誓言”活动，巴菲特午餐是一
项慈善活动，竞拍的收入要全部捐给美国慈
善机构格莱德基金会。 巴菲特有着多种人
设，但在那一刻，或者说他最认可的人设，其
实还是慈善家。 此举除了募集资金之外，应
该还有着推广慈善理念的意义。有一个背景
是， 名人通过拍卖午餐来筹集善款的做法，
其实在美国颇为流行，远远不止一个巴菲特
慈善午餐。

其实， 巴菲特慈善午餐刚刚传来时，对
于中国人的慈善理念是有冲击的。通过这顿
午餐，人们看到慈善竟然还可以有不同的表
达方式，还可以与商业与名人进行更好的融
合。 巴菲特慈善午餐不断扩大影响的过程，
与中国慈善事业不断壮大的历程，有着高度
的重合。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富人认可
巴菲特的理念， 加入到了巴菲特的行列。当
然，不能把二者直接挂起钩来，甚至简单认
为是单向推动的结果，但可以看到时代的潮
流与大势。

慈善才是巴菲特午餐的核心关切。 可以
讲，如果抛弃了慈善二字，那么巴菲特午餐也
就失去了应有意义。 对于参拍者和围观者来

说，也不应该放弃慈善视角。当年段永平与巴
菲特吃了一顿午餐花了62万美元。 段永平表
示，参加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是出于捧场，对他
来说，反正是捐钱，这与捐到他设立的基金会
没有什么区别。段永平讲的慈善，可能更贴近
巴菲特的本意； 借由巴菲特慈善午餐推动慈
善事业发展，也具有更大的价值。

因此， 关注巴菲特午餐不能失去慈善视
角。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下，
很难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商

业和娱乐视角， 但明明是
一项慈善活动， 却只有商
业和娱乐审视， 显然是一
个大问题。

以思想大解放
引领高质量发展

市发改委、市总工会、市委统战部召开解放思想
大讨论活动动员部署会

本报讯 （丁蕾 张孔生

童湛 周晗） 连日来， 市发改
委 、市总工会 、市委统战部召
开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动员
部署会，传达学习全市解放思
想大讨论活动动员部署会精
神。

5月31日，市发改委召开解
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动员部署
会。 按照市委解放思想大讨论
活动的部署安排，市委常委、军
分区司令员郦斌负责联系市发
改委。 郦斌出席动员部署会并
讲话。郦斌要求，要实实在在把
解放思想落到解决经济社会发
展的深层次问题上来， 要在推
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动
全市区域协调发展、 推进全面
深化改革上解放思想， 以思想
大解放引领高质量发展， 为加
快建设“强富美高”新扬州不懈
奋斗。

6月1日， 市总工会召开解

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动员部署
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
工会主席杨正福出席会议并讲
话。 杨正福希望全市各级工会
组织和党员干部， 提高政治站
位，准确把握目标要求，加强组
织领导， 努力营造解放思想大
讨论活动的浓厚氛围， 以更高
标准、更实举措，把活动一环接
着一环抓好， 推动扬州工会解
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有声有势、
扎实有效地开展。

6月1日， 市委统战部召开
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动员部署
会。 全市统一战线解放思想大
讨论活动将坚持问题导向对标
找差， 深入排查影响统战工作
创新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完
成规定动作， 排实排细自选动
作，系统开展大调研，推动统战
工作实践创新， 推进大讨论活
动深入开展， 为建设 “强富美
高”新扬州广泛凝心聚力。

小作家培养基地揭牌

我市阅读推广进校园活动走进附中东部分校

本报讯 （记者 楚楚） 日
前，“扬州市阅读推广进校园活
动”走进扬大附中东部分校。该
活动由中华文化促进会朗读专
业委员会、 扬州市作家协会联
合主办，附中东部分校、全民悦
读扬州阅读会承办。活动中，扬
州首个小作家培养基地揭牌，
结合该校文学社团， 将定期邀
请作协知名作家走进校园讲
学。

据悉， 全民悦读扬州阅读
会还将在扬大附中东部分校成
立青少年阅读基地， 结合学生
阅读社团开展形式多样的诵
读、朗读活动，同时通过网络，
利用节假日开展线上 “亲子阅
读”“师生共读” 等多种类型的
阅读推广活动， 定期组织扬州
朗诵名家进入校园讲授朗诵技
巧和方法，与师生共同组织“端
午”“重阳”等传统节日诗会。

关注巴菲特午餐最需要慈善视角

扬州教育考试院发布致高考考生的一封信

6日下午看考场演练“刷脸”进场
■今年起所有科目考生禁止提前交卷 ■25日前发布成绩27日起填报志愿

各科的选择题和非选择题都必须在专用的答题卡上
作答，在试卷或草稿纸上作答的，答题无效。

考生领到答题卡后，要认真检查所得A、B卡类型（语
文答题卡Ⅰ、Ⅱ和数学答题卡Ⅰ、Ⅱ均不分A、B卡）是否
与自己应持卡一致，并仔细查看答题卡正反面，如出现字
迹模糊、 行列歪斜或缺印以及A、B卡错发等现象要立即
向监考员报告。如无上述问题，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写上
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

答题卡上的条形码由监考员负责粘贴在答题卡上指
定的条形码粘贴区域。 考生要认真核对条形码上打印的
姓名和准考证号是否与本人相符，如有错误，应立即向监
考员报告。

作答选择题时， 必须用2B铅笔按填涂示例将答题卡
上对应的选项涂满、涂黑；修改答案时，应使用绘图橡皮轻
擦干净并不留痕迹，注意不要擦破答题卡。

作答非选择题时，必须用0.5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
在各题规定的答题区域内答题，切不可答题错位、答题题
号顺序颠倒、 超出本题答题区域 （超出答题卡黑色边框
线）作答，否则答案无效。如修改答案，应用笔将废弃内容
划去，然后在划去内容上方或下方写出新的答案；或使用
橡皮、小刀擦、刮掉废弃内容后，再书写新的内容。

作答选做题时， 必须按试卷要求选择规定数量的题
数、并在相应的答题区域内作答。如考生实际作答题数超
过规定的作答题数，则按作答题目的顺序依次判分，直至
规定题数满为止。作图时，须用2B铅笔绘、写清楚，线条
及符号等须加黑、加粗。

保持卡面清洁，不要将答题卡折叠、弄破，严禁在答
题卡的条形码和图像定位点（黑方块）周围做任何涂写和
标记，亦不得在答题卡上任意涂画或作标记。

6月6日下午3:00—4:30， 考生看考场时请
携带身份证、准考证，考点将安排演练刷身份
证和“刷脸”进场环节。

考前要注意休息以及饮食卫生，保证以良
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参加考试。要注意掌握开
考时间，安排较宽松的时间到达考点，携带身
份证、准考证按规定时间进入考场，不要迟到。
特别是6月8日下午的英语考试，考生进场时间
为14:30起至14:45止。

进考场时， 只准携带必需的文具用品，严
禁携带各种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
备（如手机、小灵通、对讲机等）、电子存储记忆
录放设备、手表、手环（考场内设置时钟，为考
生提供时间参考）以及涂改液、修正带、透明胶
带等物品进入考场。为防止考生误带违规物品
进入考场和严肃考风考纪，各考场将使用金属
探测器对禁带物品进行检查， 请考生主动配
合。

从今年起，所有科目考生禁止提前交卷。

看考场时
演练“刷脸”进场

日前，扬州教育考试院发布致我市

2018年高考考生的一封信，提醒考生，6月

6日下午3：00—4：30看考场时携带身份证、

准考证，考点将安排演练刷身份证和“刷

脸”进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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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特别报道

全民动起来 江苏更精彩

去年底组建 首次参加
省运会比赛

据扬州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
傅健介绍， 扬州大学慢投垒球队
成立于2017年， 此次征战省运会
的队伍由体育学院14名本科生、3
名研究生和商学院1名本科生组
成。“他们在主教练赵纲老师和助
理教练刘成老师带领下， 于去年
底开始了6个月的备战训练 。”傅
健说，球队成立初始，绝大多数队
员都没有基础 ，“但经过刻苦训
练，队员们的水平逐步提高，从原
来的零基础新手逐渐变成了攻防
兼备的运动员。”

省运会高校部慢投垒球比赛
于5月27日在南京工业大学举行，
共有包括扬州大学在内的22支省
内高校队伍参赛， 其中扬州大学
和南京工业大学、江南大学、中国
矿业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以及江
苏师范大学参加的是甲A组，也就
是高水平组的比赛， 这次也是扬
州大学慢投垒球队成立以来首次
参加省运会比赛。

实力提升快 比赛赢了
去年的冠军

首场扬州大学队准备充分 ，
最终以8比1完胜中国矿大队。第
二场比赛， 扬州大学队遇到了去

年江苏省大学生慢投垒球比赛冠
军队江南大学。 在教练组充分准
备和指导下， 扬大全体队员敢打
敢拼，最终7比0击败去年冠军，为
后面比赛奠定了良好心理基础。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扬州大
学队又先后以2比1和8比0击败了
南京师范大学队和江苏师范大学
队， 只是在遇到东道主南京工业
大学队时， 遭遇了一场失败 。最
终， 扬州大学慢投垒球队以4胜1
负的战绩获得了本次省运会高校
部慢投垒球比赛高水平组的亚
军。 这不仅是扬州大学在该项目
省级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也

是扬州大学集体性项目参加省运
会取得的最好成绩。

轻伤不下场 眼眶撞破
赛完去医院

值得一提的是， 扬州大学队
的顾炎是一名退伍军人， 在比赛
中， 他体现出了军人本色。“在对
阵江南大学的比赛中， 他被对手
冲撞，左眼下眼眶处破皮流血，医
务人员要求去医院缝针， 但比赛
在激烈进行中， 顾炎完全忽略自
己的疼痛， 坚持打完比赛才去医
院缝了3针，他的精神鼓励全队取
得胜利。”傅健说。 记者 孔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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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我市举办环保专题文艺晚会

本报讯 （姚建 古月）
2018年六五环境日主题 ：
“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
昨晚，我市在扬大扬子津校
区举办环保专题文艺晚会，
倡议社会各界和公众积极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携手行
动，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
美丽中国。 活动由市环保
局、扬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中国农工民主党扬州市
委员会联合主办。副市长丁
一出席活动并讲话。

近年来，我市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生态优势进
一步彰显，生态文明建设迈
上新的台阶。 丁一倡议，各
行各业、各个方面都积极行
动起来，人人争当生态环境
保护的践行者、 志愿者、主
人翁，从身边做起，加快形
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为扬州天更蓝、地更绿、
水更清、环境更优美，打造
美丽中国的扬州样板作出
新努力新贡献。

真州路立交展雏形
本报讯 (记者 张孔生 )

记者昨天在真州路与文昌路交
叉口立体化改造提升工程施工
现场看到， 跨越文昌路的立交
桥主体已基本建成，雏形展现，
相关桥面栏杆、 匝道和两端接
线道路的施工正紧张进行。据
介绍，目前工程正在全力推进，
确保按照计划8月底建成通车。

真州路与文昌路交叉口立

体化改造提升工程是西区东西
向和南北向大动脉的畅通工
程，采用跨线桥半互通，包括新
建桥梁和改造道路两个部分。
主线桥梁起于京华城路， 上跨
明月湖路、文昌路，止于体育公
园路，长度约921米。主线桥和
道路部分设计标准均为城市主
干路， 设计车速60公里/小时，
双向六车道。

（上接1版）从不卖关子、留后手，无论是自
己的徒弟还是其他年轻厨师，他都毫无保
留地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他们。

传授淮扬菜的精髓，展示淮扬菜的广
博与精深， 薛泉生每年走南闯北四处讲
学、授艺，追随他学艺的厨师不计其数。除
了23位记名弟子外，通过电视函授及课堂
教学汲取薛泉生厨艺的学生保守估计已
经超过了43万人，可谓桃李满天下。一些
徒弟已经在海外扎根，成为传播淮扬菜文
化的使者。薛泉生还将自己研究的新烹饪
方法及菜肴结集出版，《薛泉生烹饪精品

集》等书籍已成为淮扬厨师的必修书。“把
这些技艺留给年轻的厨师们， 传承下去，
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人物点评

感恩时代 回报时代

“一粒米看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40
年，是消费生活巨大变迁的40年，从老百

姓餐桌上的变化，不难看出改革开放给中
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发展。

从厨六十载的薛泉生，当初拿起厨刀
只是为了“有口饭吃”，他或许未想过，有
一天他会成长为中国十佳烹饪大师，入选
中国名厨“名人堂”。从贫苦到奋斗，从立
志到研习，从谋生到担当，从谦卑到平和，
烹饪大师薛泉生就是这样炼成的。

感恩这个时代，也要努力回报这个时

代。正是改革开放让薛泉生的才华和努力
绽放异彩， 也让淮扬菜进一步惊艳世界。
薛泉生向世人展示了博大精深的淮扬菜

文化，推动扬州美食走出去、走向世界。他
也成为扬州地域文化的一名优秀推广者、
代言人。

走进新时代，薛泉生“宝刀不老”，一
把厨刀更加闪亮。为了让全世界的宾客品
尝到丰富多彩的淮扬美食，让全世界人民
了解灿烂悠久的扬州文化，他仍然坚守在
终生热爱的锅灶和炉台前。

让“扬州滋味”香飘世界

真州路立交主体基本完成。 张孔生 摄

扬州大学慢投垒球队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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