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湖南新闻奖名专栏

———邵阳市双清区龙须塘学校教师彭秋艳素描

同一天，张家界市民族中学邀请到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的
艺术家来校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为了满足学生的好奇心，京
剧艺人将学生带到后台现场为他们画脸谱。

通讯员 吴志锋 司露

画“脸”

点评：一张脸谱，千变万化，传统文化的魅力不分国界。

看图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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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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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

通讯员 刘春联

今年是邵阳市双清区龙须塘学校教
师彭秋艳走上讲台的第 28 个年头，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 时光在她的眼角留下了
浅浅的皱纹， 却未曾改变她对教育的执
着，28 年来， 彭秋艳用她艳阳般的热情
诠释着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书写着教师
的仁心与大爱。

她是让人又敬又爱的班主任
参加工作以来， 彭秋艳担任了多届

毕业班的教学和班主任工作， 她总是校
园里最忙碌的那一个。“只要一踏进校
门，我就像上足了发条的闹钟，开始忙不
完的事：备课、上课、测试、分析、辅导，没
有批改完的作业，就带回家晚上批改。 ”

忙碌的教学工作之余，彭秋艳不忘
抓班级管理。 这些年，她带的班级班风
好、学风正，多次被学校树为先进典型。

五年前， 彭秋艳接手了一个让其他老师
头痛的班级，交接时，她的“前任”曾无奈
地告诉校长：“这个班吵得没办法， 谁都
管不过来。 ”彭秋艳迎难而上，上任后马
上花大力气抓学生的行为规范， 严明纪
律，严格要求，学生既敬畏她又喜欢她，
经过一年的努力，这个班由“年级最差”
一跃成“年级最好”，让同事们对她刮目
相看。

经彭秋艳之手诞生了不少“文明班
级”“优秀班级”，近五年来，她连续被学校
评为“优秀班主任”，2017 年，彭秋艳获得
“邵阳市优秀班主任”的殊荣。

她是学生成长路上的知心人
在学生面前， 彭秋艳没有一点架子，

她愿意蹲下来聆听学生的心声，做他们的
朋友、师长。 彭秋艳班上有名叫小豪（化
名）的学生，是个地地道道的调皮大王，学
习不认真，父母也拿他没办法。 刚接触小

豪时，彭秋艳没有给他贴标签而是细心地
观察，他发现小豪尽管有不少缺点，但是
特别爱劳动，每次班上有劳动任务他总是
第一个举手报名参加， 小豪还很热心，而
且乐于帮助同学。

了解了小豪的脾气性格之后，彭秋艳
经常找他谈心，潜移默化地引导他，只要
他有一点点进步，就会在班上表扬他。 彭
秋艳还利用课余时间在学习上给小豪“开
小灶”，查漏补缺；彭秋燕还抽时间去小豪
家家访，与他的父母沟通，一起商量教育
良策……功夫不负有心人，慢慢地，小豪
的成绩有了进步，同学们也开始改变对他
的看法。

（下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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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湖南高考报名明日开始
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报名问答

少点“分拣快递”
的校企合作

□ 余 娅

2019 年高考报名将于 11 月 1 日至 10 日
进行，日前，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19 年
湖南高考报名问答》， 就考生关注的报考条
件、报名收费、信息采集等问题进行了详细
解读。

部分考生须回户籍所在地报名
根据规定， 所有参加普通高校招生的考

生均要参加高考报名， 包括参加以下各种类
型单独招生的考生：单考生（残疾考生单独招
生、职教师资班、有关本科院校特殊类型专业
单独招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等）、保送生、推
荐免试生、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运
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招生等。

拟报考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招生、 国家
专项计划、 高校专项计划等有户籍招生要求
的考生，须在户籍所在县（市、区）报名并认定
其相关报考资格。 拟报考地方专项计划、农村
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

医学生等招生计划的考生， 原则上在户籍所
在县（市、区）报名。

报名按 190 元/生收费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 高考报名考务

费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报名费 40 元 / 生，考
务费 150 元 / 生，合计 190 元 / 生，由高考各
报名点根据各级招生考试机构安排统一收
取。 此外，艺术体育类考生还须于 11月 11日
至 18 日进行艺术体育类报名以及缴纳艺术
体育类专业全省统一考试报名考务费。

艺术体育类考试报名考务费中，音乐类专
业（含播音与主持、舞蹈、影视表演、广播电视
编导、电视节目制作等）每生 220 元。 需初试
（加试或面试）的专业，每生另加收 100 元；声
乐类考生确需钢琴伴奏的，每生另加收伴奏费
20元。 美术类专业（含书法教育、高职对口招
生美术和服装专业）每生 170元。 高职对口招
生服装专业每生另加收材料费 50元。 体育类

专业每生 280元。艺术体育类考试的报名考务
费采取网上缴费形式，由考生本人上网缴纳。

网上报名须仔细核对身份证有效期
按规定，所有考生均须通过网上报名。考生

须在报名点集中采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信息，
交验相关证明材料，缴纳高考报名考务费，领取
“网报登录卡”、《报名登记表》（草表）等材料。

报名时， 所有考生均须在网上签订诚信
考试承诺书。 没有办理居民身份证、仅持有临
时居民身份证或者居民身份证信息无法读取
的考生，将会影响正常报考。 如身份证遗失或
有效期限于 2019 年 6 月 9 日前过期的，考生
须尽快到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办理身份证。

考生要及时更新个人身份信息， 高考报
名时候， 居民身份证采集的个人信息要与户
口簿一致。 如果考生因为搬迁、行政区调整而
导致户籍发生改变， 要及时到当地公安部门
重新办理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 确保与当前

公安部门户籍信息一致。
报名信息应如实、准确填写并核实
根据要求， 考生在网上填报本人信息时

要注意以下几点：1.考生在报名日期截止之前
应如实、准确填写本人基本信息并认真核实，
之后不再修改。 2.未按要求在规定地方报名、
不在《报名登记表》上签名确认或因考生本人
原因造成的报名信息差错会影响今后的考
试、志愿填报、录取和学籍注册，由此带来的
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3.考生须对填报信息负
责。 考生报名信息须经考生本人签字确认。

本报综合

10 月 24 日，株洲市实验学校迎来了一群
来自株洲九方中学的德国交换生， 这群金发碧眼
的学生正在体验中华传统文化课程《手绘脸谱》。

通讯员 胡舜

近日，河南省郑州科技学院经济类专业的
学生准备在学校的安排下分批启程去武汉，在

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给物流公司分拣快递。 校方解
释称，这是一个校企合作实习，“专业还是比较对口”
“并不仅仅是分拣快递”。 （10月 22日 中国广播网）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即将来临，又
到了“剁手党”们疯狂购物的时候，消费者买买买，快
递物流量将随之陡增，有数据显示，“双十一”期间快
递量是平时的 3至 5倍，快递分拣的压力显而易见。

工人不够学生来凑，有学校替企业分忧，称经
济类专业学生去物流公司实习“专业还是比较对
口”“工作不仅仅是分拣快递”， 但这样自说自话的
谎言很容易被揭穿：如果是专业对口的实习，一年
中的任何时间段都可以， 为什么偏要选在“双十
一”？为什么实习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为什么又经
常爆出加班、克扣甚至不发工资的丑闻？

企业打的算盘不言自明，“双十一”招聘临时工
很困难，待遇也不好谈，但“学生工”就不同了，他们
既守纪律，又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只要稍加指点，就
能成为快递分拣的熟练工。

正因为此，一拨又一拨的学生被送进企业，成
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校企“合作愉快”的背后，
牺牲的却是学生的利益，花了时间学不到本事不
说，还要被企业压榨，这样的“校企合作”实在令
人反感。

笔者以为，既然是“合作”，那么，学校就有义务
保障学生实习实践的权益，企业也有责任分担人才
培养的职责，学生不是商业砧板上的鱼肉，切莫为
眼前的蝇头小利坏了他们对学校的信任、对企业的

好感、对未来的信心。

国务院印发紧急通知
加强中小学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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