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2018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成绩
揭晓，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获得全国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这也是此次比赛中，湖南省高职
院校中唯一一所荣获国家一等奖的学校。 该校自
2011年以来，已累计荣获国家一等奖 8个，国家二
等奖 10个，成绩位居全国高职院校前列。

2018 年(第 27 届)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共吸引来自全国 33 个省、市、区(包括香港、澳门
和台湾) 及美国和新加坡的 1449 所院校 / 校区、
42128 个队(本科 38573 队、专科 3555 队)、超过 12
万名大学生报名参加。从官方获悉，本次比赛专科
组全国一等奖比例为 1.58% 、 二等奖比例为
3.91%，竞争激烈。 余蓉

三湘要闻

长沙民政职院获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一等奖

在山东省淄博市实验幼儿园面点作坊， 小朋友正在展示自己的作品。
“突出生活”是淄博市实验幼儿园课程的一大特色，用太空泥制作“面点”，不
仅锻炼小朋友的手部肌肉，也可以让孩子了解面点常识。

单艺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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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全国教育法治工作会议在京召
开，研究部署新时代教育法治建设任务，为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这
是新时代教育系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教
育法治工作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
宝生出席并讲话。

陈宝生指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教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政治任务， 是加快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迫切要求，也是
长期以来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经验总结。
要把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落实到教育改
革发展稳定的实践和教育工作各环节中，
把总书记关于依法治教的明确要求转化为
教育法治工作的生动局面， 充分发挥教育
法治的引领性、基础性、规范性、保障性作
用， 真正为教育改革发展开拓道路并保驾
护航。

陈宝生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依
法治教工作。 一是牢牢抓住科学立法这一
龙头， 全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
律制度体系。 要把好方向盘、踩好加速器、
端好聚宝盆、用好智囊团，抓住机遇加快推
进党中央明确部署的立法项目， 加快事业
发展急需的其他重点领域立法步伐， 加强
已出台教育法律法规的废改释工作。 二是
牢牢抓住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这一关
键，全面推进教育法律法规规章有效实施。
要配齐配强教育执法力量， 建立健全执法
体制机制，勇于善于创新监管方式，牢牢树
立执法是教育部门法定职责、 法定职责必
须为的意识。 三是牢牢抓住教育管理改革
这一枢纽， 全面增强教育部门依法行政能
力。 要用“放管服”改革牵引政府职能转变
到位，用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手段提高

教育决策质量， 用常态化的清理制度管住
管好规范性文件。 四是牢牢抓住依法治校
这一重点， 全面提高各级各类学校治理水
平。对依法治校的认识要再深化，对推进依
法治校的重点要再聚焦， 对保障依法治校
的机制要再优化。 五是牢牢抓住普法教育
这一基础， 全面提升广大干部师生法治意
识。要着力突出宪法教育的核心地位，着力
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学校主阵地作用，着
力抓好教育系统干部和教师的法治教育。

陈宝生要求， 教育战线要高度重视法
治工作，加强党对教育法治工作的领导，各
级教育部门党组党委、 各级各类学校党组
织要将法治工作列为工作重要内容， 着力
从立法、修法、尊法、护法、传法、用法、执
法、守法、学法、研法等十个重要方面抓好
落实， 形成全面推进教育法治工作的强大
合力，让教育法治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

光明日报

权威发布

全国教育法治工作会议召开
近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

中心公布了 2019 年度在湖南省招收空军女飞行
学员报名检测事项。

报名基本条件包括：1999 年 8 月 31 日至
2002年 8月 31日出生的普通高中文、理科毕业女
生；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外语限
英语、俄语），高考总分达到湖南省本科第一批次
录取控制分数线；身高在 164-185cm 之间，体重
在标准体重 80%-130%之间，标准体重（kg）= 身高
（cm）-110； 双眼裸眼视力 C 字表均在 0.8 以上，
未做过视力矫治手术，无色盲、色弱、斜视等。

据悉，报名程序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报名
推荐。符合基本条件的学生，通过空军招飞网进行
网上报名。 第二阶段， 初检预选（预计 2019 年 3
月）。 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审核网上报名情
况， 采取文件通知、 短信平台等形式通知学生参
检。 第三阶段，定选录取（2019 年 7 月初）。 空军招
飞局结合军事飞行职业选拔特点， 对定选检测和
政治考核合格的学生综合择优录取， 统一下发录
取通知书，成绩特别优秀的理科类学生，可进入北
京大学、 清华大学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联合
培养。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2019女飞行员招飞开始

日前，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
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人民
网、腾讯公司联合主办的“汉语
盘点 2018”启动仪式在商务印书
馆举行。

启动仪式上，清华大学沈阳
教授代表专家推荐了年度字词。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
邹煜教授介绍年度新词语、流行
语、网络用语活动情况；“腾讯指
数”“清博大数据”“搜狗输入法”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依
托各自的大数据，推出了年度推
荐字词。

今年的活动分为启动、票选
和发布三个阶段。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3 日， 网友通过人民网、腾
讯新闻客户端、微博、央视新闻
微信客户端、商务印书馆官网等
平台推荐字词 ；12 月 4 日至 8
日，专家评委将联合评选各组前
5 位字、 词并撰写专家解读；12

月 9 日至 19 日，网友可通过网络活动专
区或手机投票选出各组首位字、词。活动
期间，陆续发布“年度十大流行语”“年度
十大新词语”“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12
月 20 日将正式揭晓“汉语盘点 2018”的
结果。

“汉语盘点” 活动至今已举办十三
年，旨在“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
中国和世界”， 鼓励全民用语言记录生
活， 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迁和世界
万象。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今年的
汉语盘点活动特别推出“改革开放四十
年四十词”活动，通过撷取四十个有代表
性的词语， 反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
的发展变化，记录这段光辉的历史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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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新增 27个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实验区
一线传真

突 出 生 活

（上接 01 版）
黄艳班上有名学生叫小城（化

名），平时沉默寡言，经常拖欠作业，成
绩也不太好。黄艳没有批评他，而是主
动到小城家里家访了解情况，原来，小
城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家里只有
两间阴暗潮湿的木板屋， 哪里还有地
方写作业！

小城的窘迫家境， 触动了黄艳柔
软的内心。 家访后， 她对小城特别关
照，除了上课鼓励他回答问题、课后辅
导他写作业， 黄艳还给小城送了新书
包、新文具、新衣服，一有时间就拉着
小城聊天谈心，渐渐地，久违的笑容回
到了小城的脸上。

黄艳知道， 个人的力量有限，支
教也只能带来短期的改变，“能不能
为孩子们留点长久的财富？ ”支教期
间，黄艳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在
今年初，在黄艳的倡议下，蒸湘实验
小学发起了图书捐赠活动，孩子们纷
纷捐出自己心爱的书籍与山区的孩
子共享，短短几天时间，募集了 1000
余本图书。

黄艳把这些书从衡阳带到会同，
今年 3 月， 她亲手建起了漠滨学校的
“爱心图书角”。 黄艳说，“希望我不在
这里支教了， 山里孩子的精神世界一
样有书本滋养。 ”

近日，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
于同意设立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
试验区的函》，公布天津市、内蒙古自治
区、北京市丰台区等 27 个地区为第三批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 截至
目前，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
总数达到 38 个。

这 27 个地区分别是：天津市、内蒙
古自治区、浙江省、北京市丰台区、邯郸
市、大连市、哈尔滨市、南通市、蚌埠市、
芜湖市、泉州市、南昌市、临沂市、洛阳
市、新乡市、荆州市、长沙市、广州市、梅

州市、北海市、重庆市沙坪坝区、绵阳
市、六盘水市、西安市、延安市、白银市、
石嘴山市。

此前， 教育部曾于 2015 年和 2017
年批复同意两批改革试验区，2015 年批
复同意的地区是厦门市、青岛市、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2017 年批复同意的地区
是上海市、云南省、深圳市、郑州市、滨
州市、武汉市、成都市、兰州市。

全国校足办要求改革试验区所在地
区发挥资源优势， 认真贯彻落实相关工
作要求， 以改革创新精神切实推动校园
足球全面深化改革， 着力提高校园足球

工作质量和水平， 积极探索和积累校园
足球全面深化改革有益经验， 让广大青
少年在参与校园足球运动中享受乐趣、
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提高足
球技能水平，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全国校足办要求校园足球改革试
验工作，要遵循教育规律、足球运动规
律和足球人才成长规律，积极深化校园
足球普及推广、教学训练、竞赛、样板、
荣誉、 一体化推进、 科研等 8 个体系建
设， 着力提高校园足球工作科学化、制
度化、专业化水平，科学推动本地区校
园足球工作。 教育部

11月 23日， 涟源市古塘乡首个 24 小时邮政
自助银行举行开业仪式。 从此，古塘百姓将告别驱
车几十公里取养老金的日子。 涟源市副市长陈庆
云参加仪式。

古塘乡位于涟源市西北部，平均海拔 686 米，
素有“涟源青藏高原”之称，境内仅有 1 个小型农
商银行，乡亲们为了取钱往往要花上半天的功夫，
十分不便。古塘乡自助银行的成立，填补了乡镇网
点无金融机构的空白，为老百姓解决了存取款难、
缴费难、转账难等问题，为推动乡镇经济繁荣、社
会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涟源市古塘乡
首个邮政自助银行开业

陈宝生：全面推进依法治教

涟源市邮政总经理郭雄表示， 涟源市邮政分
公司和古塘乡政府将携手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以“邮政服务保障乡村民生、邮政电商打造农
产品销售服务平台、 邮政金融推动农村产业现代
化、邮政物流助力培育乡村新动能、邮政扶贫提升
农民获得感”为抓手，围绕乡村普惠金融、精准扶
贫等领域提供全方位服务，将古塘乡打造成“绿卡
镇”“电商镇”和“文化镇”。

罗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