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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留情面的找茬人

每月落实教学常规检查， 是梁颖定下
的重点工作。

电子教案排版五花八门； 手写教案字
迹潦草，重难点把握不准确；课后反思敷衍
了事；作业批改欠规范、不及时……老师们
出现的教学问题， 梁颖都一笔笔地记了下
来。

开行政例会时，梁颖坐在台上，冷着脸
将检查情况一 一反馈，并且全部通报到个
人，丝毫不留情面。

有人小声嘀咕，说梁颖是小题大作，故
意找茬；也有老师表示教学任务重，做得不
完美可以理解。针对老师们的“意见”，梁颖
也做了反思。 她改变方式，变检查为指导，
发现问题后，真诚和老师们沟通，并探讨解
决方法。

“青春不止一种颜色，好教师也不止一
张面孔。 ”校长梁建强的话，是对梁颖青春
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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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委教育工委、湖南省教育厅指导下，6 月 15 日，湖南
省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联盟成立大会暨 “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领导嘉宾及湖南省 60 余所高职高专院校
代表、思政课教师等 100 余人齐聚长沙，共商湖南高职高专思政课
建设大计。

联盟成立后， 将组织开展湖南省高职高专思政课教师教学能
力提升培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能力比赛、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示
范课巡讲活动、优秀成果巡礼活动等，通过系列活动开展，实施好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优行动”，办好新时代高职思政课。

李秀娟 纪锐森 摄影报道

教育部日前下发《关于职业院校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指出， 鼓励学校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国
家“学分银行”试点，探索建立有关工
作机制， 对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进行登记和存
储，计入个人学习账号，尝试学习成果
的认定、积累与转换。

《意见》明确，职业院校要严格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开齐开足公共基础课
程。 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将物理、化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职业素养等课程
列为必修课或限定选修课。 高等职业
学校应当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类课程、
党史国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美育课
程、 职业素养等列为必修课或限定选
修课。

《意见》提到，专业（技能）课程内
容要紧密联系生产劳动实际和社会实
践，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一般按照相
应职业岗位（群）的能力要求，确定 6~8
门专业核心课程和若干门专业课程。

《意见》要求，院校应合理安排学
时。 三年制中职、 高职每学年安排 40
周教学活动。 三年制中职总学时数不
低于 3000， 三年制高职总学时数不低
于 2500。 一般以 16~18 学时计为 1 个
学分。 鼓励将学生取得的行业企业认
可度高的有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已
掌握的有关技术技能， 按一定规则折
算为学历教育相应学分。

《意见》强调，积极推行认知实习、
跟岗实习、顶岗实习等多种实习方式，
强化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实训考核评
价。 学生顶岗实习时间一般为 6 个月，
可根据专业实际，集中或分阶段安排。

《意见》指出，鼓励学校积极参与
实施 1+X 证书制度试点，将职业技能
等级标准有关内容及要求有机融入
专业课程教学，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 同步参与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
行”试点，探索建立有关工作机制，对
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
的学习成果进行登记和存储， 计入个
人学习账号，尝试学习成果的认定、积
累与转换。

此外，《意见》还称，鼓励学校结合
实际，对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
和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单独编班，在
标准不降的前提下， 单独编制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 实行弹性学习时间和多
元教学模式。 实行中高职贯通培养的
专业， 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制订相应的
人才培养方案。

据中新社

教育部下发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指导意见

鼓励院校参与国家“学分银行”试点 本报讯（记者 彭静） 我省高考成绩即
将于 6�月 25�日正式公布，考生在随即开
展的志愿填报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没有达到某个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可以
填报该批次高考志愿吗……6� 月 17� 日，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对这些考生关注的问题
进行了集中解答。 相关信息可登录湖南省
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

改变过去“志愿优先”的投档规则
今年我省实行的平行志愿是什么概

念？ 将给学生带来哪些好处？ 对此，省教育
考试院解释说，“平行志愿” 就是在某个录
取批次的学校中， 考生可填报若干个平行
的学校志愿，然后按“分数优先、遵循志愿”
的原则进行投档录取，它改变了过去“志愿
优先”的投档规则。对一个批次的一个平行
志愿而言，每个考生只有一次投档机会，即
假如考生上了一个平行志愿中的多个高校
的投档线，但投档后因某种原因被退回，则
该生一般不能再投同一平行志愿中的其他
学校了， 只能参加下一轮次或下一批次的
投档了。

服从志愿包括“学校服从”志愿和“专
业服从”志愿。

逾期不能补报或修改志愿
省教育考试院介绍， 民航飞行学员志

愿、本科提前批志愿（含该批的国家专项计
划）于 6 月 26 日至 27 日填报，其他批次志
愿于 6 月 26 日至 7 月 1 日填报。 有关批次
的征集志愿填报时间分别为： 本科提前批
“军事院校”“省内公费定向师范生”和“省
内基层农技特岗人员”7 月 11 日，“国家专
项计划”和本科提前批“艺术类”7 月 17 日，
本科一批 7 月 25 日， 本科二批 8 月 1 日，
本科三批 8 月 10 日， 高职专科批第一次 8
月 19 日、 第二次 8 月 22 日。 本科提前批

“军事院校”“省内公费定向师范生”和“省
内基层农技特岗人员” 征集志愿填报的具
体时间为填报当天的 8:00～12:00，其他批
次征集志愿填报的具体时间为填报当天的
8:00～18:00。

考生通过登录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
试管理信息系统（考生版）填报志愿。 在填
报志愿截止时间之前， 考生可在网上填报
或修改志愿，逾期不能补报或修改志愿。考
生应妥善保管好登录密码和“动态口令
卡”，对自己填报的志愿负责。

高考志愿怎么填？
省教育考试院集中解答

教育部“2019 年高考网上咨询周”活
动将于 6 月 22 日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正式启动。 根据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
填报时间安排， 今年网上咨询活动时间为
6 月 22 日至 28 日， 每日咨询时间 9 点至
17 点。“咨询周”期间，全国招生高校将在
线回答问题，另外北京、上海、江苏、浙江、
福建、河南、海南、贵州、青海等部分省份将
在平台举办咨询专场， 具体安排届时在平
台发布。

教育部要求各高校要加强招生宣传，
积极主动做好咨询， 线上线下结合， 为考
生、 家长提供周到细致的志愿填报指导服
务。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加大招
生政策、招生章程、录取程序等信息公开力
度，确保信息准确性和时效性。

活动主办单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
为方便网上咨询， 可通过手机等移动端方
式咨询。 同时，为提高咨询效率，请先浏览
各招生单位发布的最新信息， 了解更多相
关情况。

高考咨询周网址为 https://gaokao.chsi.
com.cn。

摘自教育部网站

2019年高考
网上咨询周 22日启动

权威发布 三湘要闻

共话思政课建设大计

（上接 01 版①）
“当时，徐解秀刚生完孩子，这意

味着我要演一名经常抱着小娃娃的母
亲。 ”黄诗琪笑着说，她刚开始很不好
意思，害怕别人笑话她。 有几次差点儿
就要和老师说想放弃或者换角色。“后
来， 随着对这个人物以及对红军战士
的深入了解，我表演时不再束手束脚，
因为我要向先辈们致敬， 我要表达出
老百姓对红军的深厚感情！ ”

学生朱君宝是徐解秀的曾孙子，
他在话剧表演中饰演一名记者。 由于
自己的“特别”身份，所以他进入角色

特别快，表演起来感情充沛，有不少人
都被他的表演打动了。“每年春节吃团
圆饭或者清明节扫墓时， 我家中的长
辈总是会反复教导我们， 多多帮助别
人。 ”朱君宝说，“乐于助人，听党的话、
跟党走是我们家的家风家训。 ”

话剧排演的过程很枯燥，怎么办？
当话剧演员们累了的时候， 学校没有
参演的同学会跑来给演员们表演打快
板或是唱红歌，大家都干劲十足。 朱志
明看到这样的画面十分欣慰， 他说：
“这像极了 80 多年前的场景———长征

时，红军女宣传队员们每到行军间隙，
顾不得自己休息， 就到处给战士们打
快板、演节目，鼓舞士气。 ”

初三年级瑶族女孩张琳， 虽然没
能参加话剧表演， 但她经常跑来给演
员们加油鼓劲。 长期的耳濡目染让张
琳变得愈发自信。 她表示：“我会向女
红军战士学习，树立理想，成为社会栋
梁，将温暖传递下去。 ”

“温暖养正，以爱立行”。 如今，硝
烟早已散去，但这“半条被子”的温暖，
还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不断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