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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焜

20日晚，潍坊市交警支队
在其官方政务微博视频直播交
警夜查的执法现场，引起了众
多网友的关注。

潍坊市交警支队交通警察
公共关系办公室的民警携带直
播设备，在潍坊市四平路和东
风街交叉路口附近，直播了奎
文交警大队进行的交通违法
行为集中整治行动。潍坊市
交警支队交通警察公共关系
办公室民警郭诵，曾经在多
个交警一线单位工作过，目
前是交警电视宣传栏目的民
警主持人之一，深受潍坊市
民的喜爱。当他出现在网络直
播视频中时，很多潍坊网友都
觉得很新奇。

在直播视频中，可以清
晰看到民警执法的全过程，
也能够听到民警与受检查车
主们的对话。这也引起了众
多网友的关注。“抓住一位。”

“又抓住一位！”大家纷纷在
网上发出实时评论，还提出
了一些问题，得到了其他网
友或郭诵的现场解答。当晚3
万多在线观看人数，或许真
的让镜头里的交通警察们当
了一回“网红”。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交警
查酒驾。”“这种形式太棒了！”

“交警同志辛苦了！这种形式真
的太棒了！执法过程公开透明，
点赞！”有网友对警方公开执法
的形式表示了赞誉。

三段直播结束后，部分直
播视频在网上存留了下来。截

至21日下午，仅一条半个小时
的视频，就有5 . 5万的浏览量。

奎文交警大队四中队副中
队长李升也参与了这次直播。

“说实话，最开始我以为只是给
潍坊市民们看，没想到是接受
全国网友的监督。”20日晚进行
了一晚上违法行为整治行动的
李升略显疲劳。他说，一开始
他也有些担心自己会不会状
态不佳、会不会说错话、会不
会给警队带来不好的影响。

李升告诉记者，他很支
持网络视频直播执法现场。
作为交警，他和同事们愿意
将自己的所有工作展现给社
会公众，接受监督。他们还希
望借助网络直播减轻执法难
度：查处包括酒驾在内的违法
行为时，他们也经常遇到蛮横
难缠的，而面对数万网友，这些
人可能就会收敛很多。

一位潍坊市交警支队交通
警察公共关系办公室民警说，
让数万网友现场监督，违法
者出现了必须依法严惩，而
民警的执法也不容有差池，
还可以免予人情世故造成的
一些尴尬。

这位民警说，网络直播
并不是作秀。警方的最终目
的是通过网络直播利用社会
公众关注，直接将违法行为
的苗头灭掉：让驾驶员知道
做出违法行为不仅不安全、
要受到惩处，还会很丢人，因
此不去做、不敢做。警方在依
法保护公民隐私的同时，会
不遗余力地去曝光各种违法
行为。

潍坊交警直播执法过程、
烟台一镇党委书记直播推销当
地樱桃，在互联网+时代，我们
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公务员
用起了自媒体，或是主动接受
群众监督，或是为群众谋福利，
此类做法成功地吸引了民众的
注意力，众多网友多是支持、点
赞态度。

众所周知，警察、城管等在
执法过程中最易引起纠纷，而
在以前，市民拍摄某某部门执
法，相机被当场没收、记者现场
采访被警察要求删照片等事屡

屡见诸报端。拿最近“雷洋涉嫌
嫖娼被民警采取强制约束措施
后死亡”一事来说，因为警方称
所持视频拍摄设备在执法过程
中摔坏，无法拿出录像，只用寥
寥数语尚无法确证当事人的违
法事实，也缺乏事发具体时间、
地点、经过等关键要素。这种背
景下，人们在为生命消逝而惋
惜的同时，多种猜测、质疑的声
音也一并在网上传播开来，公
众的不信任情绪极大地影响了
警察的形象。

现在人人都有摄像机，人
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发消
息，执法活动时刻处在公众的
视野里、媒体聚光灯下，潍坊交
警主动用起了自媒体，让“围

观”的群众了解查酒驾的过程，
一方面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增强
了群众的信任感；另一方面宣
传了酒驾的危害，让市民接受
了普法教育，这种做法值得点
赞，更值得一些执法部门学习
借鉴。

笔者认为，既然是主动公
开执法过程，自媒体又是掌握
在自己手中，就一定要注意将
日常执法原生态展现出来，不
能报喜不报忧，只直播自己的
光彩处，不足之处就自动屏蔽，
让自媒体成了政绩秀。执法严
明，群众点赞，执法存疑，改正
后仍然能赢得尊重，形成与民
众的良性互动，才是真正让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 （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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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六六有有高高招招会会，，330000多多所所高高校校等等你你来来
现场专门开辟985/211名校展区

本报济南6月21日讯（记
者 许亚薇） 再过两天，高
考成绩就要公布了，有没有一
点小紧张？对考生来说，高考
成绩公布后依旧有更重要的
事情要做。俗话说“考得好不
如报得好”,快来高招会看看，
选一所心仪的高校吧！

受山东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委托，每年高考成绩公
布后的6月25日，齐鲁晚报和
山东教育考试服务中心都
会联合举办山东高考招生
咨询会，这是山东省内唯一
官方授权的高考招生咨询
会，已经连续举办十三年。

与往年一样，高招会将有
300余所高校及留学机构招生
负责人到现场为考生答疑解
惑。根据高招会组委会的消
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
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国
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等985、211高校将会参展；
同时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财
经大学、山东建筑大学、济南
大学、青岛大学、青岛科技大
学等省内重点本科院校也会
到现场为考生答疑解惑。

届时 ,山东省招考院有
关处室负责人将亲临现场，
就今年的高考政策、志愿填
报等问题为考生进行详细、
准确解答。

考生如何参加高招会

呢？据高招会组委会介绍，
高招会对所有高考生免费开
放，考生可凭高考准考证入
场。为了方便考生找到目标
院校，我们依旧会对展区进
行划分，将在二楼专门开辟
985/211名校展区以及省招
考院咨询区。

同时，为了给院校和考
生搭建广阔的交流平台，除
了6月25日的济南场，6月26
日本报还将举办济宁场、临
沂场、聊城场、滨州场高考
招生咨询会，考生可就近选
择咨询地点。

来不了现场怎么办？今
年，本报启动“融媒体高招
会”，自 6月 1 0日，齐鲁壹点

“掌上高招会”已经正式上
线，考生可以登录齐鲁壹点
APP，提前获取高校信息、
招生动态等内容。

高校如有意参展，可与山
东省高考招生咨询会组委会
联系，电话 : 0 531-85196195/
6190/6197/6575。

五五高高校校增增儿儿科科方方向向专专业业，，计计划划招招449900人人

本报记者 许亚薇 周国芳
实习生 尹鑫

“全面二孩”实施后
儿科医疗需求迫切

据了解，国家实行“全面两
孩”政策后，我省新生儿年出生
人口数将明显增长，儿科医疗
保健需求将更加迫切。为此，省
教育厅会同省卫生计生委，对

“十三五”期间我省儿科医师需
求情况认真进行分析研究。

结合我省医学院校办学条
件和专业建设情况，确定今年
在青岛大学、泰山医学院、滨州
医学院、济宁医学院4所高校均
开设临床医学（儿科方向）本科
专业，在山东中医药大学开设
中医学（儿科方向）本科专业，
安排5所高校儿科方向本科专
业招生计划460人。山东中医药
大学还安排了中医学“5+3”一
体化，研究生阶段儿科方向招
生计划30人。

其中，青岛大学、泰山医学
院临床医学（儿科方向）面向山
东各招90人，学制均为5年。济

宁医学院儿科方向招100人，学
制5年。山东中医药大学首次在
中医学专业中增设儿科方向招
生计划，其中中医学（“5+3”一
体化，研究生阶段：儿科方向）
计划30人，中医学（五年制，儿
科方向）计划90人，新增专业和
方向全部面向省内招生。

走读生分数水涨船高
福利渐渐消失

根据目前各高校公布的
2016年招生计划，今年招生走
读生的人数较2015年变化不
大。在5所招收走读生的高校
中，有三所驻济高校招收济南
户籍学生。其中，济南大学招收
人数最多，共计600个计划。山
东财经大学在济南招收走读生
300人，文科130人，理科170人。
山东建筑大学计划在济南地区
招收走读生200名。

走读生计划只招收高校所
在地户籍学生，因此走读生计
划的录取分数线会略低于同专
业统招录取分数线。但随着近
年来走读生计划受到越来越多
考生和家长的关注，分数也出

现水涨船高的现象。
从2014年起，山东财经大

学和济南大学把部分走读生计
划放在本科一批招生，这在无
形中提高了走读生门槛。“提高
门槛”的当年，山财大全部投
满，但济南大学的走读生却没
有投满。如果只参照各高校投
档线，不讨论具体专业的投档
线，走读生计划的最低分数线
甚至有高出普通本科录取分数
线的情况。例如，2015年山东建
筑大学理科最低投档分数是
543分，走读计划为546分，走读
计划的分数甚至高于普通专
业。除了山建大，山财大和济南
大学的理科最低投档分数仅比
走读计划高4分,“走读生”的福
利在渐渐消失。

根据目前发布的招生章
程，各高校走读生志愿填报批
次也有所不同，就山东大学威
海校区来说，2016年的100个招
生计划全部在本科一批招生；
山东建筑大学的200个计划和
青岛大学的360个计划全部在
本科二批招生；而济南大学、山
东财经大学在本科一批和二批
均有招生计划。

距离高考成绩公布还有两天时间，各高校纷纷公布了2016年本科生招生计划。21日，省教育厅发
布消息，为加强儿科医师培养，今年我省5所高校增设儿科方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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