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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家乡的孩子剪“雷锋”、学雷锋的

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吸引了曾经生
活在雷锋身边的人，他们跨越千山万水来
到了这里：雷锋在团山湖工作的同事王佩
玲来了，雷锋在鞍钢工作时的工友易秀珍
来了，雷锋班的乔安山也来了，中华雷锋
文化促进会的冷宽将军来了，抚顺雷锋团
的官兵也来了……近年来，学校聘请了 12
位将军、 雷锋班历任班长等 30 多人为荣
誉校长，40多人为校外辅导员。

2017年， 全国校园剪纸邀请赛在雷
锋小学举办，学校荣获首批“全国剪纸艺
术教育示范学校”称号。师生创作的一系
列学雷锋剪纸作品成为大街小巷的公益
广告， 雷锋故事通过孩子的巧手传播得
更远。

本报讯（记者 余蓉）5 月 24 日，在澳洲创业大赛决赛中，来自湖南衡阳
的留学博士刘楚豪带来的把人工智能应用在铁路上的商业方案惊艳全场，
获得了现场评委的好评点赞。

此次比赛共有 1000 多名澳洲创业精英同场竞争，只有 6 名选手脱颖而
出进入决赛，其中刘楚豪是唯一的在校学生。 决赛环节，刘楚豪在悉尼 TED
大会的舞台上，用一分钟的时间，面向观众和评委讲解如何运用人工智能算
法分析火车运行的声音数据，来实时监测铁轨运行的安全状态，从而省去巨
大的人力成本。 方案的创新性、 商业性使刘楚豪获得了决赛第三名的好成
绩，这是该赛事举办以来中国选手获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近日，教育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
各地各校严格规范大中小学招生秩序，
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

通知要求，各地要进一步落实义务
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规定， 科学划定服
务片区范围， 确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
入学政策全覆盖。 进一步规范义务教
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行为， 将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属地教育行政部
门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不
得提前招生， 不得通过考试或变相考
试选拔生源，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破坏
招生秩序，坚决防止对生源地招生秩序
造成冲击。

通知强调，各地要进一步规范普通
高中招生行为，所有普通高中学校要严
格按照规定的招生范围、招生计划、招
生时间、招生方式进行统一招生，严禁
违规争抢生源、“掐尖”招生、跨审批区
域招生、超计划招生和提前招生。 严格
公参民学校招生管理，严禁民办学校与
公办学校混合招生。 严禁招收不符合
本省（区、市）高考报名条件的学生，不
得招收借读生，不得为不在本校就读的
学生空挂学籍。 加强高中学生学籍管
理，严禁“人籍分离”，严禁同时或者交
叉注册普通高中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
“双重学籍”。

《通知》明确要求，各地各校要进一
步加强统一高考招生录取管理。严格执
行国家招生政策和招生计划，按照“学
校负责、省级招办监督”的原则实施新
生录取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周密细致地
做好高职扩招的补报名、 资格审核、专
项考试、招生录取等工作。 进一步规范
自主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认真组织开
展高校考核工作。进一步加强高考报名
资格审核，加大对“高考移民”的综合治
理，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获取高考报名资
格行为。 严格高考加分资格审核，严格
执行加分政策使用范围。

据新华社

教育部下发通知

严格规范大中小学招生秩序
本报讯（记者 王燕）5 月

21 日，湖南省教育厅通过官网
发布了“关于印发《湖南省“芙
蓉学者奖励计划” 实施办法
(修订 )》 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2019� 年，全省普通
高等学校计划招聘芙蓉学者
特聘教授 50 名、讲座教授 30
名、青年学者 100 名。其中，特
聘教授、 青年学者招聘计划
面向全省普通高校， 讲座教
授招聘计划面向省属普通高
校。 招聘要求怎么样？ 招聘程
序有哪些？

湖南本科院校“芙蓉学者
奖励计划”岗位设置要以一流
学科和高水平创新平台、人才
培养平台为依托，以国家重大
科研和工程项目为支撑，以特
色优势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
为重点，促进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和一流
本科教育建设。

高职高专院校“芙蓉学者奖励计划”
岗位设置要以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平台、
产教融合平台、 创新平台和一流特色专
业群为依托，以服务新兴优势产业链、战
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特色产业的重
点领域的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
应用为导向， 促进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
水平专业群建设。

通知披露，“芙蓉学者奖励计划”每
两年开展一次遴选聘任工作。 2019 年，湖
南全省普通高等学校计划招聘芙蓉学者
特聘教授 50 名、讲座教授 30 名、青年学
者 100 名。其中，特聘教授、青年学者招聘
计划面向全省普通高校， 讲座教授招聘
计划面向省属普通高校。 根据教育人才
分类评价改革的要求，部属本科高校、省
属本科高校、 高职高专院校招聘计划分
类单列， 其中特聘教授招聘计划三类院
校分别招聘 10 人、30 人、10 人，青年学者
招聘计划三类院校分别招聘 20 人、60
人、20 人，讲座教授招聘计划省属本科高
校招聘 20 人、高职高专院校招聘 10 人。

“芙蓉学者奖励计划”聘期内，特聘
教授每人每年 20 万元； 讲座教授每人每
年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其中从境外聘期
的每人每月 3 万元，从境内聘期的每人每
月 2 万元，按实际工作时间支付；青年学
者每人每年 10 万元； 高校要为聘任的芙
蓉学者提供必要的教学科研支持经费，
其中自然科学类、 工程技术类特聘教授
不少于 50 万元、 青年学者不少于 25 万
元， 人文社会科学类特聘教授不少于 30
万元、青年学者不少于 15 万元；实行省、
校两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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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 教育部全国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在教育部官网刊出
“致初中毕业生” 和“致高中毕业
生”两封信，明确表示不会让即将
面临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学子为钱
发愁。

在致初中毕业生的信中，教
育部指出，无论选择接受普通高
中教育还是中等职业教育的学
生，国家资助政策都会帮助其顺
利入学、完成学业。

如果进入普通高中， 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
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家庭经
济困难的残疾学生、 农村低保家
庭学生、 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还可享受国家免学杂费政策。

如果进入中等职业学校，涉农
专业学生和其他专业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金；农
村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和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还可以享受国家免学费
政策。

此外， 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
国家将在中等职业学校设立国家
奖学金。

摘自《中国青年报》

中职学校将
设国家奖学金

教育部：不让学子为钱发愁

本报讯（通讯员 田炆佳）5 月 24
日， 省教育厅召开 2019 年全省教育信
息化工作会议， 总结全省教育信息化
工作情况， 部署 2019 年全省教育信息
化重点工作。 省教育厅副厅长应若平
出席会议并讲话。

2018 年， 我省获批全国首个国家
教育信息化 2.0 试点省，并在全国率先
以省政府名义出台 “互联网 + 教育”
行动计划。 2019 年，厅党组将“互联网
+ 教育”工作确定为 2019 年度“教育
厅长突破项目” 下决心取得突破和亮
点。 教育信息化已成为推进科教强省

建设的重要内容。
就如何加快实施好“互联网 + 教

育”行动计划，应若平强调，要统一思
想认识，主动思考、主动求变、主动推
进，确保完成教育信息化发展目标和
任务；加强统筹规划，结合地方发展
实际， 按照省委省政府总体部署，科
学谋划顶层设计； 完善机制体制，健
全机构、明确职责、理顺关系、配备人
员，把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聚焦
重点任务，尽快实现中小学校宽带网
络全覆盖、大力推进“千群万课”农村
网络联校与“千人名师”网络教研联

盟建设、 推动实施教育信息化试点示
范应用创新发展；强化责任担当，以求
真务实的作风、勇于创新的精神，上下
一心，合力攻坚，加快推进湖南教育信
息化建设。

会上，与会代表围绕“互联网 +
教育” 行动计划及 2019 年教育信息
化重点任务进行了座谈交流。长沙市
教育局、常德市石门县教育局、邵阳
市北塔区教育局、省政府直属机关第
二幼儿院、 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长沙市第十一中学作典型经验交流
发言。

湖南伢子“杀”进澳洲创业大赛决赛

2019年全省市州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

部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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