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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先迎大雾，又遇阴雨，接下来仍“闹腾”——

寒潮蓝警昨拉响：明天最低 2℃
好在后天回暖，
最高气温
19℃
温下降到 2℃左右，并伴有陆上 5-6

先大雾，再阴雨，紧接着午后又
要迎寒潮——
—在清明小长假的第二
天，老天爷的“十八般武艺”将给出行
的朋友们带来不小的困扰。昨天，市
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强
冷空气影响，预计未来 48小时内全
市气温将要下降 8℃-10℃，最低气

先雾

级阵风 7-8级偏北大风。
预计今天，7级阵风将逐渐减弱
到 4级，最高气温降至 13℃左右。明
天是小长假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市清
晨气温可能跌至 2℃，请大家注意添
衣保暖。好在从后天起扬州又要回暖
了，19℃的气温会让你重回春天的怀
抱。

后雨

扬州普遍迎小到中雨

预报下雨，雨就真的来了——
—在 预报的准确性会高于夏季。
冬春季节，由于天气形势相对明朗， 监测显示，高邮在昨天清晨 5点
冷空气南下过程中也十分规矩，因此 左右开始降雨，扬州市区则是在早上

11日成品油价格可能上涨
0.07元 / 升——
—

扬城加油站：
幅度太小就不调
将成为成品油调价新
机制以来首调

按照日前公布的成品油调价新机制——
—“调价周期
缩短至 10个工作日”以及“取消 4%涨跌限制”，成品油下
周或将迎来调价新机制公布后的首次调整，调价时间预
计最早为 4月 11日。分析人士认为，按目前原油价格波
动情况来看，预计届时会有每吨 70-80元的上调幅度，
折合每升上调 0.07元。

新机制
原油价格或迎来调整

据了解，目前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虽然宣布修改挂
靠油种，但并没有公布具体细则。根据中国的主要进口指
标原油价格相应变化，安迅思息旺能源核算出截至 4月
2日国内成品油价格变化率指数为 1.22%，较 4月 1日的
0.86%上涨了 0.36个百分点。由于近期布伦特原油价格
走势强劲，该变化率自 3月 28日发布以来便一直走高。
按照新机制要求，成品油价格每 10个工作日都会调
整一次，该降就降，该升就升。但当汽、柴油的涨价或降价
幅度低于每吨 50元，折合到每升调价金额不足 5分钱，
为节约社会成本，零售价格暂不作调整，纳入下次调价时
累加或冲抵。
金银岛资深分析师于金波表示，国际原油期价近日
震荡上行，国内成品油调价新机制的实施，大大缩短了调
价周期，国内汽柴油市场将迎来年内第三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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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预报
明晨最低 2℃
后天最高 19℃

局部能见度仅 500 米

这个清明小长假过得太纠结，第 替。当不少市民还在睡梦中时，大雾
一天晴暖，第二天就变成了雾雨交 就开始笼罩扬州。气象监测显示，昨
天清晨 7点 25分左右，宝应能见度
只有 900米左右；昨天凌晨 5点左
右，仪征能见度只有 700米左右；扬
州市区清晨的能见度 950米左右。其
中市区局部最低能见度仅 500米左
右。
有一段时间没见到大雾了，突然
再看见还有些不习惯。对此，市气象
昨晨大雾弥漫 ， 好在红 专家介绍说，昨天的雾属于“锋前
绿灯还能看得清 。 司新利 摄 雾”，是冷空气到来前的征兆。

预 测
日或上涨 0.07 元/升

中宇资讯分析师王金涛表示，新成品油定价机制周
期缩短，取消 4%的幅度限制，以及调整挂靠油种，导致国
内业者对中长期行情看不明朗，均谨慎操作，市场观望气
氛浓厚。
卓创资讯分析师陈晴也表示，从近日油价走势来看，
国际油价呈现温和上涨的态势，按照目前的数据来看，油
价预计 11日上调的可能性较大，此外，油价新机制出台
以后，今后调价时间间隔会很小，考虑到频繁调价，所以
预测每次调价的幅度较小。
据金银岛监测，目前原油处于上行趋势，下次调价窗
口将于 4月 11日开启。若按目前原油价格波动情况看，
预计届时会有 70-80元的上调幅度，折合每升上调 0.07
元。

本 地
加油站需等具体通知

对于业内预测的下周 11日将进行新调价机制的首
次调整，昨日，记者联系市区一些加油站，相关人士纷纷
表示，要以上级的通知为准，暂时无法回应。不过也有加
油站负责人表示，因为上涨幅度不大，即便成品油价格调
整，他们可能也不会进行调整，不过具体要等到具体调价
出台后才作决定。
“目前还不能确定调价多少。”扬州中化道达尔加油
站负责人告诉记者，“即便是调价，因为幅度太小，我们也
记者 居小春
可能不会调整价格。”

做好防范准备。
此后，扬州市气象台也发布寒
潮蓝色预警：预计未来 48小时内全
省气温将要下降 8℃-10℃，最低气
温下降到 2℃左右，并伴有陆上 5-6
级阵风 7-8级偏北大风。

昨天一阵大雨 ，雨衣不够用了 ，还得加个口罩 。 司新利 摄

8点左右开始出现零星雨水。尤其在
截至昨晚 8点钟，扬州市区雨量
昨天下午 1点 40分左右，市区的雨 为 4.3毫米，而高邮雨量则达到 11.7
点渐渐变大，打在雨棚上噼啪作响， 毫米，整个扬州地区数高邮的雨最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我市降雨量达 大。其中高邮司徒自动气象站雨量接
到 3.2毫米。
近 20毫米。

再降温

市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警

这股冷空气的威力不容小视。昨
天上午 9点 30分，江苏省气象台发
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强冷空气影
响，预计未来 48小时内全省气温将
要下降 8℃-10℃，最低气温小于等

于 4℃，并伴有陆上 5-7级偏北大
风。其中最低气温预计将出现在 7日
早晨，淮北地区 0℃-1℃，苏南地区
3℃-4℃，其他地区 2℃左右，大部分
地区有霜或霜冻，请有关单位和人员

据扬州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警
报、霜冻预报和天气预报：今天阴转
多云到晴，偏北风 5-6级、阵风 7
级，白天逐渐减弱为 4级左右，最低
气温 6℃-7℃， 最高气温 12℃
-13℃。
未来两天，我市气温将明显下
降。预计，明天晴到少云，西南风 34级，最低气温 2℃-3℃，最高气温
11℃-12℃；后天晴转多云，偏南风
3-4级，最低气温 5℃-6℃，最高气
温 18℃-19℃。
气象专家提醒，寒潮来袭，最低
气温将出现在清明小长假后的第一
个工作日，早上出门的时候，请您一
定要适当添衣，注意防寒保暖。
记者 臧晓松

高校自主招生三大联盟复试纷纷开始——
—

扬州
6人入围清华北大复试
■其中两人获免试并加分 30分 ■聋生可报考郑州师范学院了
核心
提示

三大联盟等高校自主招生复试今将陆续开
始 。 记者昨了解到 ，截至目前 ，全市约有 6 名考
生入围清华 、北大的复试 ，其中两人已获得免试
加 30 分的优惠政策 。 其中 ，宝应中学占 4 人 ，居
全省前列 。

【关键词：自主招生】
【关键词：特殊高招】
6 考生入围清华北大复试
郑州师范三专业开招聋生
其中两人获免试加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音乐学、美术学

有家长问：我市自主招生复试的情况如何？ 有家长问：听说今年郑州师范学院开始招收
高校的面试安排都出来了吗？
聋人考生，是否属实？
记者昨了解到，目前“北约”“华约”和卓越
记者了解到，今年起郑州师范学院确实将面
三大联盟的笔试成绩都已公布，截至目前记者 向全国聋人考生招生，并设有 150个本科名额。郑
了解到的情况，全市有 6名同学入围清华大学 州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是在原河南省特殊教育
和北京大学的复试。部分联盟成员学校公布了 师范学校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经教育部批准，
面试时间安排，清华面试今天开始，北大面试则 2013年起，郑州师范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
安排在 13日至 14日。
机应用聋人方向）、音乐学（舞蹈表演聋人方向）、美
我市目前入围清华北大自主招生复试（其 术学（艺术设计聋人方向）专业可面向全国单独招
中不含实名推荐名额）的同学共有 6名。其中宝 收聋人学生。
应中学有 4名，人数居全市第一，并居全省前
三类特殊教育招生对象均为具有高级中等教
列。其中，宝应中学的王旭辉、何潇因成绩优异， 育或同等学力的听力障碍学生，四年制本科，实行
无需参加面试，直接获得北大 30分加分优惠。 单独考试。文化课考试包括语文、数学、英语；音乐
今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学专业考试内容为舞蹈基本功、剧目表演（4分钟
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都将体质测试纳入 内）；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考试内容为计算机基
复试考核之一，复试现在已陆续开始，提醒考生 础；美术学专业考试内容为素描、色彩。
注意。
【关键词：心理调适】

【关键词：高考招生】
上海大学今年起不再招专科
连续四年优化生源

孩子厌学严重需“问诊”
以轻松态度帮助减压

有家长问：孩子上高三，不愿去学校怎么办？
江都中学心理咨询师周有玉介绍，高三生本
有家长问：今年起上海大学是否不再进行
专科招生？
来“鸭梨山大”，有时候家长不经意地“强调”也可
记者了解到，今年起上海大学不再进行专 能无形增加其压力。孩子觉得自己无法达到父母、
科（高职）招生。据上海大学发布消息，上海大 老师的期待，便可能出现不敢面对或逃避的现象。
学作为“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为进一步促 这种情况对好学生和一般学生而言都存在。
进高水平大学建设，满足服务国家和上海市经
如果属于这种问题，家长该怎么办？周有玉介
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需求，努力朝着国际知 绍，父母不如“戒掉”强调考试重要性的论断，抛弃
名、国内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目标 患得患失的想法，以比较轻松的态度帮孩子缓解
迈进。根据学校总体战略部署，学校不断优化 压力。她说，家长的教育价值观会潜移默化影响孩
生源结构，自 2009年开始逐渐压缩学历层次 子的人生选择，因此，如果家长一直“介意”成绩的
较低的专科（高职）生源规模。经过连续四年的 重要性，想让孩子“减负”也很难，必须从家长开始
规模压缩，决定自 2013年起将不再进行专科 “转变”想法。如果学生厌学的问题很严重，家长要
（高职）招生。
重视，有必要带他去看心理医生。 记者 邵伟

【相关新闻】

全省招学前教育免费师范男生 600名

扬州将招 38名“男阿姨”

本报讯 （ 记者 邵伟 ） 记者

免费师范生实行的是定向
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今年将 招生和提前批次录取，招收对
继续招收五年制学前教育专业 象为参加 2013年我省各省辖
免费师范男生，招生计划为 600 市普通中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
人，我市将免费招收“男幼师” 的应届初中毕业男生；考生须
38人，招生计划与去年持平。 参加报考学校统一组织的面

试，并取得面试合格证书；按户
籍所在县（市、区）录取，分数原
则上不低于当地四星级高中录
取分数线；未录满的计划，可由
省辖市教育主管部门在当地调
剂，已被录取的学生不得调整

“中高考直通车”

为您答疑

家有考生的您 ， 如
对中高考有何疑问 ， 请
致电或致信本报 ， 留下
您的问题 。 本报将挑选
有代表性的问题 ， 请专
家答疑并刊登 。 热线 ：
96496； 电 子 信 箱 ：
yzwbsw@126.com。

【自招面试小贴士】
着 装
按照面试要求着
装 ，注意自己的形象 。 穿
着一定要得体 。 除非特
殊要求 ， 未必都要穿正
装 ，只要服装整洁 ，没有
过多的装饰就好 。 女生
不要化浓妆 ， 男生的头
发不宜过长 。

面 试

知之为知之 ， 不知
为不知 ，诚实作答 ，切勿
撒谎 ；注意体势语 ，不要
有没有必要的小动作 ；
注意目光交流 ， 回答某
位考官的问题时 ， 考生
的目光应大多数时间停
留在这位考官身上 ； 不
要紧张 ， 把面试当成和
朋友会面 ， 一五一十地
作答即可 ；言简意赅 ，不
要长篇大论 。

遇到“神题”

答案不重要 ， 关键
是推理过程 。 要善于寻
找突破口 ， 用自己已有
的知识去推理自己的结
论。

录取学校。免费师范生入学前
与录取学校、生源所在县（市、
区）、市教育主管部门签订协议
书，承诺毕业后回生源所在地
从事幼儿园教学工作不少于 5
年。
免费师范生享受的优惠待
遇为：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
免缴住宿费，家庭经济困难的
学生还可获得生活费补助，所
需经费由省财政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