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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东莞中考7月2日起填报志愿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市教育局宣

东莞市 2020 年中考填报志愿及录

取工作安排出炉啦！ 记者获悉，今年中

考填报志愿时间为 7 月 2 日至 7 月 8

日，8 月 2 日至 8 月 7 日普高录取。全市

统一实行网上填报志愿，实现档案电子

化。 考生可自行上网填报志愿，也可在

学校有关人员的指导下集中进行网上

填报志愿。

提前批最多可填报三个志愿

根据安排，各类学校的志愿批次分

为五批， 考生应按批次顺序填报志愿。

提前批为普通高中特长生；第一批为公

办普通高中、民办普通高中；第二批为

公办中职学校、公办技工学校、中高职

三二分段班、中职留学班；第三批为民

办中职学校和民办技工学校；第四批为

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班、外市中等职业

学校。

提前批最多可以填报三个志愿；第

一批录取学校最多可以填报四个志愿；

第二批录取学校最多可填报 3 所中职

学校，每所学校最多报 2 个专业；第三

批录取学校最多可填报 3 所中职学校，

每所学校最多报 2 个专业；第四批录取

学校最多可以填报两个志愿。 录取时严

格按考生填报志愿顺序进行。

第一批学校划线录取时， 东莞中

学、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东莞市第一

中学、东莞实验中学、东莞高级中学、东

莞外国语学校及东华高级中学、光明中

学的公费生只录取第一、二志愿。 上述

学校录取第二志愿的分数线比录取第

一志愿的分数线提高 30 分。 除上述外

的普通高中录取时按考生填报的志愿

顺序进行，划线时第二、三、四志愿要比

前一志愿的分数提高 5 分。 第二、三、四

批学校录取时， 志愿之间不设志愿分

差，与第一志愿相同。 第二批学校划线

录取时，中高职三二分段班只录取第一

志愿的专业。

据悉，今年继续取消考试前统一体

检的做法。 考生入学时，由录取学校组

织体检，考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及

录取学校对身体条件的要求合理地填

报志愿。

公办高中招随迁子女 3850人

东莞市教育局数据显示：普通高中

招生方面，全市公办普通高中共计划招

收 19900 人，其中招收符合报考普通高

中认定条件的随迁子女 3850 人。 这些

学生按学校等级的收费标准收费。 全市

民办普通高中共计划招收 15462 人，其

中公费生招生人数为 1895 人， 除国际

课程班外的自费生招生人数为 13067

人，国际课程班招生人数为 500 人。

除东莞外国语学校按每班 45 人编

制计划招生外，其余公办普通高中一律

按每班 50 人编制计划招生， 民办普通

高中按核定计划招生。 严禁普通高中学

校招收“挂读生”和变相招收“借读生”。

按今年普高计划录取人数的 130%划定

普高最低控制分数线，普高最低控制分

数线以下的学生，不能进行普高第一批

次的录取。 各录取批次均严格按志愿顺

序投档，第二、三、四批不设最低分数

线。

今年继续实行部分优质公办普通

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到各初中学校的招

生办法， 名额分配比例保持为 50％。

即将东莞中学、 东莞中学松山湖学

校、 东莞市第一中学、 东莞实验中

学、东莞高级中学这 5 所学校招生计

划数

（除招收随迁子女人数和招收本

市户籍的特长生人数外）

的 50%作为名

额分配计划数，按各初中学校本市户籍

考生数占全市本市户籍考生数的比例

进行分配。

5675名大学学子“云端”毕业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举行2020年“云”毕业典礼

没有往年 6000 多名师生、 家长齐

聚一堂的热闹非凡，没有祝贺顺利毕业

的击掌相庆，没有紧紧相拥、挥泪而别

的离愁别绪……6 月 15 日，东莞理工学

院城市学院举行了一场现场没有毕业

生的“云”毕业典礼，2016 级 5675 名同

学以相聚“云端”的方式庆祝毕业。

现场，学校党委书记章德胜宣读了

《关于表彰 2020 届优秀毕业生的决定》

及《关于授予张汝茵等 34 名毕业生“立

志奖”的决定

（第一批）

》，授予梁金凤等

269 名同学“2020 届优秀毕业生”荣誉

称号， 对第一批张汝茵等 34 名成功考

取研究生的同学授予东莞理工学院城

市学院“立志奖”。

毕业生代表、 商学院 16 级物流管

理 2 班卓佳雪学生在发言中表示，非常

感谢学校举办这一场特别的毕业典礼。

她回顾了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感恩母

校师长的教诲、同学的情谊，让自己懂

得了一路坚持，有了现在的成长。

“人生能行稳致远， 本质上就是拼

人品、拼情商、拼智商，关键是学会坚

强。 强者就是站起来的次数永远比跌倒

的次数多一次的人。 真正的强者，不是

没有眼泪的人， 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

人。 ” 该校校长王卫平为毕业生们送上

谆谆教诲。“同学们，要成才成功，还要

记住这三要素：一、不断地读书和学习；

二、不断地历练和升迁；三、不断地总结

和反思”。 他向每位毕业生给予了殷切

地祝福：“我最想表达的是，将绚丽多彩

的‘那些花儿’献给每位毕业的同学。 祝

贺你们，祝福你们！ 向四年来把激情燃

烧给母校的每位同学致敬！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中堂文广中心荣获非遗保护工作“先进单位”

擦亮“中国龙舟之乡”品牌

近日，2020 年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会议暨东莞非遗购物节启动

仪式在市文化馆星剧场举行。

2019 年， 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

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一

定成绩，各项工作开展有新的突破，涌现

出一批工作积极、 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

人。 为表彰先进、鼓舞士气，东莞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对 10 个先进单位、13

位先进个人进行通报表扬。此次，中堂文

广中心共获得“1 个先进单位，1 个先进

个人”荣誉，现场还颁发了省级传承人证

书。

中堂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荣获

“2019 年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先进单位”；冯沛朝荣获“广东省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舟制作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中堂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

心邵学成荣获“2019 年东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

个人”。

记者了解到，中堂

数百年的龙舟景，成了

珠三角龙舟文化发源

地之一。中堂每年都要

举办龙舟景，至今已有

500 年的历史， 每年五

月中堂镇 9 个村轮流

上演龙舟景，素有“中

堂龙舟九景” 的说法，

会景时全镇人倾城出

动，万人空巷，齐聚江边观看龙舟竞渡，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百十条龙舟呐喊着

争先恐后，十几万观众呐喊助威。

中堂不但龙舟景点多、龙舟数量多，

制售龙舟也多，这里每年生产许多龙舟，

销往各地， 龙舟制作技艺是这里的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随着时代的变

迁和社会的发展， 龙舟这项独具传统和

文化特色的民间活动， 正演变成为深受

广大群众喜爱的体育竞赛和文化活动，

中堂镇龙舟代表队积极参加市、省、国家

乃至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各类重大比赛活

动中均成绩卓著，多次获奖。

文、图 信息时报 叶虹 通讯员 中堂宣

横沥草龙舞传承人

荔枝树下

传授扎草龙技艺

又到了岭南佳果荔枝成熟

时节。 东莞市横沥镇草龙舞传承

人黄耀林创新教学方式，带领田

饶步的小朋友去到荔枝园，感受

夏日摘荔枝的乐趣，学习扎草龙

的传统技艺，传承非遗文化。

“我们扎草龙的时候不要

急，要慢慢地、平均地加入干稻

草，每次拿一小把塞到‘龙身’之

中，再用稻草扎好，打个结……”

在硕果累累的荔枝树下，黄耀林

老人一边拿起干稻草均匀地塞

进“龙身”，一边耐心地向小朋友

传授扎草龙的基本技艺。 小朋友

坐在黄耀林周围，认真专注地听

讲，不时拿起干稻草有模有样地

扎起草龙。

黄耀林介绍，这是今年第一

次开展扎草龙教学，特意借岭南

佳果荔枝成熟之际，转换教学场

所，不再单一的在横沥镇舞草龙

传承基地里学习，而是来到荔枝

园， 既让小朋友们进行户外活

动， 感受夏日摘荔枝的乐趣，品

尝岭南佳果的风味，又能提高他

们学习扎草龙的兴趣。 而且在这

疫情期间， 户外空气清新自然，

非常适合开展教学活动。

据了解，近年来，黄耀林积

极传授田饶步村的年轻人舞草

龙、唱舞龙歌谣，还手把手教年

轻人扎草龙，希望将舞草龙这一

非遗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 小女

孩瑶瑶从一年级开始跟着黄耀

林学习扎草龙、 舞草龙。 她说：

“今天来到荔枝园很开心也觉得

很新奇好玩，可以一边品尝美味

的荔枝一边学习扎草龙，这是之

前没有过的体验。 ”她表示，将继

续跟着黄耀林师傅学习，继续传

承扎草龙、舞草龙这项传统历史

文化。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黄晓妍

冯沛朝荣获“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舟制

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老师通过直播为毕业学子送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