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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全国录生30人

昨日12时许，西安邮政速
递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西
安交大招生办，该校招生办的
志愿者，将西安交大校长王树
国签署，收件人为翁乐苗的录
取通知书及入学须知、校园卡、
资助政策等文件一并装入红色
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专用信
封内，密封后郑重地交给EMS
工作人员邮寄。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燕连福先生介绍，文
科实验班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今年首次在高考提前批次招
生，在全国共录取学生30人，其
中陕西7人，翁乐苗就是被录取
的陕西考生之一，她的高考文
科成绩在全省排名在 700位
以内。

西安交大马克思主义理论
专业在西北高校相同专业中实
力排名第一，西安交大是全国
率先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本科生的8所高校之一。

阳光女孩从中学开始
就对政治课感兴趣

随后，经 EMS 工作人员

扫描、派单、加盖邮戳后，今
年陕西省首封高考录取通知
书正式开始邮递。13时 5分，
在西安交大二村一座高层楼
下，当接到 EMS 快递员的联
系电话后，翁乐苗和父母一
起兴奋地下楼来到楼下小广
场上。在查验身份证后，EMS
快递员分别向翁乐苗送上了
西安交大的录取通知书和西
安邮政速递为她送上表示祝
贺的鲜花和书籍。小翁接到
通知书后，连连点头向给她
送来通知书的邮政工作人员
表示谢意。

在与翁乐苗的简短交流
中，了解到小翁的父母是西安
交大职工，她从幼儿园到高中
都是在西安交大浓厚的读书氛
围环境中长大的，能被西安交
大录取是最希望的。她今年的
高考成绩语文126分，数学126
分，英语140分，文综230分。

对于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
主义理论专业就读？小翁说，
上中学后就对政治科目感兴
趣，别人看起来枯燥的政治原
理，自己却能深刻地去琢磨领
悟，并发现其中的规律，受兴趣
使然，所以在填报高考志愿时
在征求爸妈意见后报了这个专
业，自己今后理想就是在高校
做一名教师。

分享读书经验：
不做死读书读死书的人

面对采访，落落大方的翁
乐苗在给学弟学妹们分享自己
的读书经验时说，自己不是死
读书读死书的人，学习之余还
喜欢钢琴和绘画，小学时已经
取得钢琴十级证书，绘画去日
本参展，还被日本的小学收藏。

“今年第一封高考录取通知
书成功送达，标志着我省今年高
考录取通知书投递正式开始。”
中国邮政西安浐灞分公司副经
理王雄介绍，高考录取通知书作
为重要邮寄件，中国邮政将采取
专人专车投递进行优先投递。

高考录取通知书邮件必须
执行严格的签收手续，提醒广
大考生收取录取通知书时准备
好身份证，由考生本人或考生
直系亲属携带身份证进行当面
签收，并保持电话 24小时开
机、家里留人。如果考生确定
已被录取却迟迟没有收到录取
通知书，可以关注EMS微信公
众号或登录www.ems.com网站
查询高考通知书邮件投递过
程。西安市邮政高考录取通知
书客服查询热线电话：11183、
86332218、86332184。

本报记者张彦刚

投递员核实翁乐苗身份信息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我省首封高考录取通知送达

昨日，我省高校投出的今年第一封高考录取通知在西安交通大学诞生，这份高考录取通知书的主

人是西安交大附中女生翁乐苗，这位阳光女孩以高考622分的成绩，被西安交通大学文科实验班马克

思主义理论专业录取，她将和实验班的同学一起，在西安交大校园内，完成本科硕士博士连读教育，这

也是我省考生今年接收到的第一封高考录取通知。

2019考试季

着力提高孩子们
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层叠的山峦阻碍了他们的视线，外
出打工的父母带走了家庭的温暖，但是
他们始终认真学习，自信成长。为让这
些留守儿童们开拓视野，感受祖国日新
月异的变化，陕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经过精心的筹备，于7月7日—12日开
展“红色文化我传承 争做新时代好少
年”红色研学公益夏令营。

本次公益夏令营邀请了宁强县青
木川村和紫阳县38名品学兼优的留守
学生参与。活动秉承“以研促学”的活
动理念，着力提高孩子们社会责任感和
主人翁意识，让孩子们在书本知识之外
缅怀革命先烈，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
历程，引导教育青少年自觉把传承红色
基因贯穿于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实践当中。在本次研学之旅
中，孩子们先后参观了八路军西安办事
处、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照
金北梁红军小学，重温革命先烈舍生忘
死的历史，追忆红色岁月，弘扬照金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激发了孩子们热爱
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家乡的情
怀。孩子们说：“我们要学习革命先辈
的精神，记住他们的事迹，好好学习，创
造更好的明天。”

锤炼自信自强自立精神
促进身心全面发展

此前，孩子们还游览了陕西自然博
物馆、曲江海洋馆，感受中华民族灿烂
文化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实地参观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交通
大学、陕西省家风馆等极具代表性的人
文基地，在行万里路、知中国情的体验
经历中健康成长；同时还参与DIY手工
制作，电影赏析、礼仪培养等符合儿童
成长实际需求的培训项目，锤炼留守儿
童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促进身心全
面发展。

据了解，“红色研学公益夏令营”是
陕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几年来着力
打造的品牌活动，以“传承红色基因”为
主题，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研学
之旅，发扬陕西这片红色热土蕴含的文
化底蕴和教育意义，带领留守儿童们走
出乡村，走进西安，走进青少年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领略红色文化的独特魅
力，牢固树立勤奋学习、顽强拼搏的理
想信念，学好红色经典、传递红色能量、
展现红色风采。

文/图首席记者赵丽莉
实习生杨裕康安馨雨

今年三伏天共40天

三伏天就是指一年中夏季
最热时段，今年三伏天时间为7
月12日开始，8月10日结束，共
40天。初伏时间 7月 12日至 7
月21日，共10天；中伏时间7月
22日至8月10日，共20天；末伏
时间 8月 11日至 8月 20日，共
10天。

我国古代流行“干支纪日
法”，用10个天干与12个地支相
配而成的60组不同的名称来记
日子，循环使用。每逢有庚字的
日子叫庚日。庚日的“庚”字是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壬、癸”10个天干中的第7个字，
庚日每10天重复一次。夏至开
始，依照干支纪日的排列，第3个
庚日为初伏，第4个庚日为中伏，
立秋后第 1个庚日为末伏。当
夏至与立秋之间出现 4个庚日
时中伏为10天，出现5个庚日则

为20天。庚日出现的早晚将影
响中伏的长短，所以，出现了有
些年份伏天 30天，有些年份伏
天40天的情况。

预计7月陕北关中
陕南西部降水偏多

陕西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
师蔡新玲说，从近期的我省天气
形势预报看，7月陕北、关中、陕
南西部降水偏多，陕南中东部降
水偏少。气温关中西部、陕南西
部偏低，省内其余大部地区偏
高。与常年同期比较，陕北北部
偏多2～3成，陕北南部、关中、陕
南西部偏多1～2成，陕南中东部
偏少1～2成。

7月平均气温陕北 22℃～
25℃，关中中东部、陕南东部
24℃～27℃，关中西部、陕南西
部 21℃～24℃；与常年同期比
较，陕北、关中中东部和陕南东
部偏高1℃左右，关中西部和陕

南西部偏低 0℃～1℃。7月 10
日至 12日全省小到中雨，陕南
局地大到暴雨。7月19日至21
日全省小雨。7月26日至29日
全省中雨，陕南局地有暴雨。

关中易出现
35℃以上高温天气

7月我省降水时空分布不
均。陕北、陕南西南部易出现局
地强降水，应注意防范城市内涝
和山体滑坡等灾害；关中易出现
日最高气温大于35℃的高温天
气，应注意阶段性高温少雨。7
月中旬到 8月中旬也是强对流
天气高发时期，应密切注意短
时强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
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应
注意局部强降水、雷暴大风、冰
雹等天气引发的城市内涝等
灾害。

面对高温天应尽量避免中
午阳光最强或温度最高的时候

外出。高温作业工作，要注意防
中暑。防暑降温时要注意不要
突然喝冷饮或马上吹空调。饮
食以清淡为主，补充水分，避免
长期待在空调房间里。

西安今天
阴天转多云局地阵雨

进入头伏前后我省的天气
如何呢？省气象台预报，7月13
日全省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
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4日全
省多云间晴天。15日全省多云
转阴天，关中西部、陕南西部有
小到中雨。16日全省阴天，关中
西部、陕南大部有小到中雨。17
日全省阴天间多云，陕北北部部
分地方有小雨，陕南西部部分地
方有小雨。今天白天西安阴天转
多云，局地有阵雨，21℃～30℃；
今晚到13日多云，20℃～33℃；14
日晴转多云，21℃～35℃。

本报记者 张彦刚

从7月12日起，今夏将进入最为炎热的伏天，今年伏天共40天，省气象台预报初伏首日全省阴天，陕

北、关中大部有阵雨，陕南有小到中雨，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气象专家解析今年伏天我省的天气状况，7

月我省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关中易出现日最高气温大于35℃的高温天气。

聆听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研学公益夏令营
吸引“小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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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来自宁强县和紫阳县的
38名留守儿童开展“红色研学公益
夏令营”的第5天，这群被称为“小候
鸟”的孩子们在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精心安排下，来到陕甘边照金革命根
据地纪念馆、照金北梁红军小学，重
温革命先烈舍生忘死的历史，聆听
革命先辈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省气象专家预测：

7月关中易出现35℃以上高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