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守，不变的选择
通讯员 高红广 周高玉

7 月 10 日， 是汉寿县崔家桥镇永
固小学期末考试的日子， 考完试后，校
长兼一年级班主任王小兰走进教室，叮
嘱 11个孩子暑假要注意的事项。

永固小学是个教学点， 这里只有包
括王小兰在内的三位老师和 31名学生。

在王小兰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
盘子， 盘子内有 10个水杯。 每个水杯
上，都贴着写有学生名字的小纸片。 王
小兰说， 这是她给孩子们准备的饮用
水杯。 贴上名字后，找起来方便，用起
来卫生。

为了给孩子们烧水， 每天天刚亮，

王小兰就从家里走到学校，从井中抽水、
烧水。接着，拿起扫帚将整个校园打扫一
遍。她家里离学校有 3公里，要过一座小
桥，走一段田埂，爬一道山坡。

“打扫好校园后，还可以收集些樟树
叶，用来做孩子们午饭的燃料。 ”王小兰
说。 在学校的厨房一角，堆满了樟树叶。
樟树叶不够用时， 王小兰就要爱人砍些
柴禾送来。

做完这些事情后， 孩子们陆续来到
了学校。 如果是星期一，王小兰会带着 30
多个孩子举行升旗仪式。 没有音乐伴奏，
王小兰清唱着国歌， 用手拉着绳索升上
国旗。

“一间教室，也是教室。 只要有一个

孩子在，国旗都要照常升起。 ”王小兰说。
这样的生活，她已经重复了 30年。

上世纪 90 年代，永固小学也非常热
闹。 这里的 8间教室，坐满了来自周围 3
个村的 200多名学生。 后来，学龄儿童减
少，学校布局调整，生源锐减，教师外调。
在永固小学，唯一坚守的只有王小兰。

永固小学虽然人手少， 但王小兰充
分发挥老师们的专长， 硬是把语文、数
学、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开齐了。 除了
教学外，学校的大小事情都离不了她。

（下转 03 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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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四年大学，入学体检都过了，临毕业
却说教师资格证有身高限制，那怎么办？”近日，
有媒体接到网友小李反映称，自己是陕西师范

大学的免费师范生， 即将毕业却因身高限制无法
取得教师资格证，甚至面临违约风险。 对此，陕西省教
育厅回应，小李问题特事特办，还计划明年取消教师
资格证身高限制政策。 （7月 3日 西部网）

因为身高限制，免费师范生小李无法取得教师资
格证，这样的新闻听起来让人甚感悲伤。 笔者了解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权威法律中，对教师的身
高并无明确要求，陕西等地的“加码规定”，意在提高
教师队伍的素质，却悖离了人才选拔的初衷。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一名教师称职与否，应该从
品行、学识等方面综合评价，若用身高挡住师范生的从
教之路，就是就业歧视了。试问，教师的身高对教学有什
么影响？ 凭什么认定矮个子老师就教不出好学生？

歧视的背后，还隐藏着不公。 对于免费师范生而
言，无论是个子矮还是个子高，同样在为今后的职业
生涯刻苦学习。 当他们的书读到一半，突然被告知身
高不够不能取得教师资格证，让他们的职业梦想付之
一炬，还谈什么公平公正？

制度设计之初就戴上了有色眼镜，具体的实施过
程之中更是漏洞百出：新闻中的高校在招收免费师范
生时，并未对身高作出明确规定，但学生在从业考试
时，却被“身高”刁难，以致小李无辜“躺枪”，险些无法
顺利走上工作岗位。 关于“教师”的标准前后矛盾，实
属误人前程。

我们看到，小李的遭遇被媒体曝光后，陕西省教
育厅特事特办，为小李开了绿灯，但“特事特办”解决
不了根本的制度缺陷，今天有小王，谁又能保证，明天
不会有小张面临同样尴尬的处境？

是时候淘汰这些不合时宜的规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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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高为师怎成了“身高”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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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余娅）7月 8 日，2018
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式启
动， 当天晚上， 湖南省教育厅召开动员
会，全面部署招生录取工作，并再次重申
招生纪律。

按照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7 月 6 日对
外发布的《湖南省 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
录取工作方案》，今年我省招生录取工作
自 7月 8日到 8月 24日分六批进行，全
部实行网上录取。

258 所提前批院校录取已开始
据了解，本科提前批录取已于 7月 8

日开始，13 日将基本完成（其中，艺术类
录取在本科二批投档前完成）。今年参加
本批次录取的院校共 258所。已录取（或
已投档） 院校名单已在湖南省教育考试
院工作网、“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 上公
布并保持更新。

其他批次录取时间分别为：
本科一批： 重点本科院校和参加该

批录取的一般本科院校。其中，国家专项
计划（含二本院校）、自主招生、高水平艺
术团、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高校专项
计划、 单科成绩优秀考生招生录取时间
为 7月 14日至 17日， 其他本科一批计
划录取时间为 7月 18日至 26日。

本科二批： 参加该批录取的一般本
科院校（含民办本科院校、职高对口招生
本科专业〔省内公费定向师范招生专业除
外〕）。录取时间为 7月 27日至 8月 5日。

本科三批：本科独立学院（含独立学
院的艺术、体育专业）。 录取时间为 8月 7
日至 12日。

专科提前批：公安院校（含警官、刑
警院校）的公安专科专业；需要面试的航
空乘务类专业；航海专科专业；经教育部
批准的部分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的
专科艺术专业；定向培养直招士官专业；
其他类专业等。 录取时间为 8月 14日至
15日。

高职专科批： 其他有专科招生计划
的招生院校（含职高对口专科专业）。 录
取时间为 8月 16日至 24日。

特殊情况可降分录取
按湖南相关政策规定， 征集志愿投

档后仍不满额的外省农林、航海、地矿类
本科院校以及在湘高校（含本科院校和
高职专科学校）在生源不足时，可在同批
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下 20 分内按考生志
愿从高分到低分投档， 降分投档以考生
填报的征集志愿为依据（本科提前批有
关院校（专业）降分投档以考生第一次填
报的志愿为依据）。 其中，普高艺术、体育
类专业降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投档时，文
化最大降分幅度为 14分，专业最大降分
幅度为 6分； 职高艺术类文化和专业最
大降分幅度均为 10分。 （下转 03 版①）

2018 年湖南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分六批进行

258所提前批院校录取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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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省委教育
工委书记蒋昌忠在省教育厅会见了永州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晖，市长赵应云一
行，双方就有关教育工作进行了交流对接。 厅
委领导王建华、应若平、王玉清、郭建国参加。

李晖、赵应云介绍了永州教育情况，对省
教育厅长期关心支持永州市教育事业表示感
谢。 他们表示，当前，永州教育正处于爬坡过
坎的阶段，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 大力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积极推进教育扶贫工作，努力加

强学校管理、人才引进、安全教育等工作，把
化解大班额作为一号民生工程，市委、市政府
每月一专项调度，每季度一综合调度，书记、
市长亲自推动，力争三年任务两年完成，努力
打赢这一攻坚战。 目前，全市教育教学质量稳
步提升，尊师重教氛围已经形成。 他们就进一
步支持永州市学位建设、 改善农村学校办学
条件、推进教育脱贫、人才引进等工作提出了
请求。

蒋昌忠对李晖、赵应云一行表示欢迎，对
永州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表示肯
定和感谢。 他表示，全省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
工作推进会、 全省教育脱贫攻坚现场会等多
个现场会在永州相继召开， 充分说明永州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在全省堪称表
率。 省教育厅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永州教育事
业发展。 希望永州市一如既往地重视教育工
作，取得更多的成绩，产生更好的经验，成为
全省乃至全国的标杆。

省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对相关问题一
一作了回复。

省教育厅办公室、财建处、基教处、教师
处、民族教育处、职成处等处室负责人和永州
市委、市政府、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图片从左至右依次为：
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省委教育

工委书记蒋昌忠
永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晖
永州市长赵应云

改革开放 40 年
教育强省看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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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昌忠:永州重视教育 堪称全省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