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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综合

三湘要闻

近日， 武汉江岸区 1000 多名中小学语文教师在
中南剧场集体“充电”，学习“语文主题学习法”。 今年
秋季开学起，该区中小学逐步尝试将新的语文教学模
式引入课堂。

来自北京的中小学语文课程研究专家刘修勤是
本次集中培训的主讲嘉宾之一。他介绍，“语文主题学
习法”是指语文课堂教学应该让学生用 1/3 的课堂时
间学完教材，其余 2/3 的课堂时间在教师的指导下自
主、自由地阅读。让老师做到简简单单教语文，尽可能
把那些没有用的分析去掉，课内让孩子多读书，从而
提高学生们的语文素养。“以前上课讲得太细，反而影
响了学生自己的感悟。 ”武汉六中上智中学语文老师
刘金松说：“语文主题学习法是对语文学科应试和学
生整体素养提升的融合与促进，将让学生在课堂上变
得更自主。 ”

据《楚天金报》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印发《普通高等
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的通知。《纲要》中要求，高校应按照纲要确
定的原则、内容，因校制宜制定健康教育教
学计划，开设健康教育公共选修课，安排必
要的课时，确定相应的学分。

《纲要》指出，近年来，各地各高校在推
进健康教育、提升学生健康素养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健康教育的覆
盖面不广、针对性不强、措施落实不到位等
问题仍然突出。

《纲要》要求，高校健康教育内容主要包

括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心理健康、性与
生殖健康、安全应急与避险五个方面。

《纲要》提出，多渠道开展健康教育，发
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 高校应按照纲要确
定的原则、内容，因校制宜制定健康教育教
学计划，开设健康教育公共选修课，安排必
要的课时，确定相应的学分。 针对高校学生
关注的健康问题，精选教学内容，吸引学生
选修健康教育课程。 拓展健康教育载体。 充
分利用新生入学教育、军训等时机，开展艾
滋病、结核病等传染病预防、安全应急与急
救等专题健康教育活动。 充分利用广播、宣

传栏、学生社团活动、校园网络、微博、微信
等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经常性开展健康教
育宣传活动。 结合各种卫生主题宣传日，集
中开展各类卫生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结合阶
段性、季节性疾病预防，以防病为切入点，传
播健康生活方式及疾病预防知识和技能。

《纲要》明确，各地各高校要切实加大健
康教育经费投入， 强化健康教育的条件保
障。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把健康教育纳入高
等教育教学评估体系，督促高校落实健康教
育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定期对高校健康教育
工作进行督查，通报督查结果。 据中新网

本报讯（记者 刘芬）日前，2017 年度空军
招飞在湖南省的投档录取正式结束，湖南省 92
名高中毕业生成功被录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飞行学员，高考成绩全部在一本分数线以
上，录取数量连续 3年排名全国第一。

今年，空军招收高中毕业生男飞行学员的
原则为：在继续保持高考成绩过“一本”的前提
下， 首先录取高考成绩达到统招一本线 30 分
以上的考生；其次，录取符合歼强机选拔标准
的考生；最后依次录取心理选拔评定等级为优
秀、良好、一般的考生。 同等条件下，依据高考
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录取，总分相同的依次按数
学、语文成绩排序。

今年，空军面向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招收 35 名第十一批女飞行学员，录取原
则为：按照“高考成绩与当地一本线的比值”由
高往低顺序录取，全国录取 35名。湖南省被录
取的 2 名女生均来自湘潭市湘乡市。

录取的飞行学员拟于 8 月 1、2 日赴空军
航空大学报到。 2018 年度空军招飞报名工作
拟于今年 8月下旬展开，学生自荐条件及相关
动态信息可百度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网
站查询。

超过 3成本科生
毕业 3年内跳槽
日前，有关调查机构发布的《2017 年中国

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显示，2016 届
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为 34%，与
2015届（34%）持平。毕业半年内离职率较低的
前 10位主要专业中，医学相关专业占比最大，
而离职率较高的十大本科专业多为传媒、艺术
类专业。

对 2013届大学毕业生 3 年后的连续跟踪
评价，回收全国总样本约 5 万，其中本科生样
本约 2.5万。 从转换职业的角度看，数据显示，
有 40%的 2013 届大学生毕业 3 年内转换了职
业， 其中本科毕业生的职业转换率为 31%，与
2012 届持平。 转换率最高的专业类是新闻传
播学类（42%），最低的专业类是临床医学与医
学技术类（6%）。

据《广州日报》

近日，在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王台镇，大学生邵鹏杰正在父亲邵桂良
承揽的工地上刮腻子。 他说，这个暑假两个多月的时间，哪里也不去玩，利
用假期给父亲“打工”，帮助父母干点活，多少也减轻一点父母的辛劳。

据大众网

为确保 2017 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公平
公正，教育部办公厅日前下发通知要求严格
执行招生政策，加大招生信息公开。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7 年全国普
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指出，各省级招
委会、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和高校
要严格执行相关招生禁令，高校不得擅自突
破计划进行录取，批次内生源不足时，未完
成的计划要通过公开征集志愿录取。 要明确
录取各阶段信息公开的时间、 内容和方式，

使考生及时了解相关信息。 自主招生、保送
生、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等招生资
格考生信息、录取要求、录取结果均须在教
育部阳光高考（精品课）平台和高校招生网
站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录取。

通知提出， 各地要积极推进高职分类招
考， 使分类考试录取成为高职院校招生主渠
道。有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要
精心实施减少录取批次改革， 完善平行志愿
投档录取办法，努力提高考生志愿满足率。

为加强监管和违规查处，教育部要求，各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教育纪检、 考试招
生等部门组织开展招生录取督查。 各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属地高校认真开展新生入
学资格复查，对新生报到所需录取通知书、身
份证、户口迁移证、高考加分资格证明等材料
与考生纸质档案、录取考生名册、电子档案逐
一比对核查。要组织专家组对艺术、体育专业
或高水平艺术团、 高水平运动队等录取新生
开展入学专业复测。 据新华社

教育部：高校应开设健康教育选修课 确定相应学分

高校自主招生保送生等
未经公示将不得录取

空军招飞
湖南连续 3年全国第一

大学生暑假给父亲“打工”

今年秋季学期，北京市高考综合改革进
入实施阶段。 日前，北京市教委连续公布两
份高考综合改革配套文件，其中包括《北京
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试行）》
和《北京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
办法（试行）》，对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
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做出具体规定。

新的高一年级， 将体验一种全新的考
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这种考试分合格性
与等级性两种。

今年 9 月起， 北京市高一年级第二学期
末，学生将首次参加合格性考试，等级性考试
则是高三第二学期由全市统一举行。 2020年，
今年的高一新生将参加新高考，届时不再分文
理科，考试科目将不再是现在的“3+ 综合”，而
是实行“3+3”模式，即高考成绩由语文、数学、
外语 3 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 3 门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构
成。 北京市教委介绍，学生等级性考试和合格
性考试所有科目成绩提供给招生高校使用。等
级性考试成绩当年有效，计入高考总成绩方式
另行制定。

据《北京日报》

北京新高考改革：
2020年不再分文理科

据中国之声《全球华语广播网》报
道，填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未来干
哪个行当是很多考生和家庭都会纠结
的问题。 调查显示，超过 7 成的大学生
入学后对自己的专业不满意， 希望可
以重新选择。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
要是学生缺少职业生涯教育与生涯规
划教育。

“南京高中生涯教育示范学校成果
分享会”近日举行，根据教育部对课程
改革的设计，生涯教育将成为高中生的
必修课。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资深生涯教育
专家顾雪英说，目前，包括南京一中、南
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分校、第九中
学、燕子矶中学等学校借助他们的平台

指导学生使用“生涯”测评系统。通过回
答网上 175 道题， 先分析出学生的兴
趣、爱好、性格、才能等，学校会设计相
应的课程。“更多的是通过活动体验，比
如认定自己喜欢艺术，就去画画，看有
没有天分。从技术出发帮助他们个性化
认识。 ”

南京九中老师张冉说，通过前期电
脑分析， 他们把学生分成了 6 种类型，
包括社会型、艺术型、技能型等，挖掘学
生的内在潜能。

江苏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马斌说，
现在很多学生关注学习，却不了解未来
专业，关注本校却不了解高校，教育部
门需要在高中阶段加强学生生涯教育。

据央广网

据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消息， 今年高考成绩公布
后， 江苏省收到考生考试成绩首次复核申请共计
2700 余人次。 经过认真复核，该 2700 余人次评卷结
果全部准确无误。

从 2016年开始，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教育
部相关规定，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就制定了高考成绩复
核相关规定，在此基础上，今年考试院进一步完善，制
定《江苏省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复核办
法》，规定高考成绩复核分为首次复核和再次复核，首
次复核由评卷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再次
复核则由专门的仲裁组进行全面复核。

首次复核申请共计 2700余人次。经过认真复核，
该 2700余人次评卷结果全部准确无误。 再次复核显
示 41位考生（48 门次）评卷结果全部准确无误。 江苏
省教育考试院随后会将复核结果通过书面形式反馈
给考生。

据《扬子晚报》

江苏：高考成绩复核
全部准确无误

今秋开学武汉江岸区
中小学语文课将“变脸” 生涯教育将成南京高中生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