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山：常态化开展
家风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廖怡红)�“诚实守信是
家风，廉洁自律是家风……”近日，在蓝山
县教育系统文艺汇演晚会上，诵读节目《家
风颂》深情动人。 这是该县推进“清廉家庭”
建设的一个生动场景。

今年以来，蓝山县纪委监委以建设“清
廉蓝山”为总目标，积极引导廉洁文化进家
庭，坚持“倡廉”“促廉”“助廉”的家庭美德，
深入开展家访活动， 利用工作日晚上和周
末时间拉家常、访家情、察家风，时刻敲响
家庭“廉政警钟”， 常态化开展家风教育。
2019 年， 该县纪委监委在教育系统共组织
开展廉洁文化进校园、 廉政文化课 39 场
次，举办朗诵比赛 15 场次，开展廉政基地
学习教育活动 6 场次， 参与的学生家庭约
3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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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中考成绩已于 7 月 2 日公布。
记者从长沙市教育局了解到， 有 4 种方
式可查询成绩：1.关注微信公众号“潇湘
招考”查询；2.登录“长沙教育信息网”查
询；3. 编辑短信:“A+ 准考证号” 发送至
1062890017 查询；4. 前往自己所在的学
校查询。

成绩如何复核
考生如果确实对考试结果有疑

问， 可以于 7 月 3 日至 7 月 4 日向学
校提出成绩复核申请（学校接受学生
复核申请截止时间 ：7 月 4 日下午 5:
30，过期不予受理），学校须将《中考成
绩复核申请表》 及时录入长沙市基础
教育管理平台， 在系统中打印后盖章
于 7 月 5 日上午 12：00 前报长沙市教
育局中招办， 长沙市教育局将组织纪
委和中招办成员统一进行成绩复核，
复核结果将于 7 月 8 日以等第的形式
公布，并及时反馈相关学校，由学校通
知考生。

4 日启动志愿填报
今年初中毕业生网上填报志愿为 7

月 4 日上午 8 点至 7 月 6 日下午 5 点 30
分，7 月 8 日下午 5 点 30 分前学校报送
《学生志愿上报表》、 有家长和学生本人
签名的《志愿确认表》。

今年新增职业院校网上征集志愿。 8
月 8 日上午 8 点至 8 月 9 日下午 5 点 30
分为网上填报职业院校征集志愿时间，
凡未被录取的考生意愿选择职业院校，
需填报征集志愿， 通过中招办录取后方
可注册学籍。

成绩复核有误者可于 7 月 8 日至 7
月 9 日到长沙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咨询
和反馈志愿事项。

高中招生录取方式
普通高中招生按照全面衡量、 综合

评价、尊重志愿、择优录取的原则进行，
除划线招生外，还实行指标生、直升生、
特长生等多样化的招生政策。

指标生录取方式： 学校要根据已上

报的指标生志愿和长沙市教育局中招办
核准的指标生资格以及下发的《指标生
成绩排序册》，按照对应学校的指标生计
划，根据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指标生
录取最低控制线分别划定为： 长沙市一
中、师大附中、长郡中学、雅礼中学均为
4A2B；长沙市明德中学、周南中学、长沙
市实验中学为 2A4B；其他省示范性高中
为 6B。

划线生录取方式： 高中录取将分批
次按志愿进行， 今年招生录取分为四个
批次，第一、二、三批次为普通高中学校
批次，第四批次为职业院校批次。 第一、
二、 三志愿栏可以同时填报三个公费平
行志愿（指公办学校） 和一个自费志愿
（指民办学校、子弟学校、国际班）。 普通
高中每一批次录取时， 按照志愿栏平行
志愿一、平行志愿二、平行志愿三，再自
费志愿的顺序依次录取。

职业院校志愿根据“学校 + 专业”的
方式进行选择， 即考生先选择填报学校，

再选择该校所开设的某个专业，考生可以
同时填报 20个平行志愿。 职业院校录取
时，按照 20个平行志愿的顺序依次录取。

音乐（艺术）、美术班录取方式：长沙
市明德中学美术班、艺术班，长沙市第十
一中学音乐班、美术班实行单独招生，考
生需参加学校组织的专业术科测试并同
时在网上进行志愿填报才能参与录取。

国际班录取方式： 国际班招生属于
高收费，在自费志愿栏目中填报，计划单
列，不统一划线。 有需求的考生可根据各
校要求，与相应学校联系咨询报名。

职业院校面试、 特长生招生录取方
式： 各招生职业院校于 7 月 6 日将预录
名单报长沙市教育局学生工作处， 审核
无异议后，进行提前录取。 有些学校实行
面试和填报志愿相结合的录取方式，所
以，考生应于 7 月 5 日前和学校联系，参
加学校组织的面试或专业术科测试，确
认合格后， 同时在网上填报志愿才能参
与录取。

长沙公布中考成绩 4日启动志愿填报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在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由共青团湘西州委、州禁毒委员会、州教体
局、吉首市禁毒委主办的湘西州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小手拉大手青少
年禁毒宣传教育活动的启动仪式在吉首市第五小学举行。一块块禁毒展
板，一份份禁毒宣传手册，有奖知识问答、签名墙、绘制湘西地图等多种
形式的禁毒活动的开展，切实有效地增强青少年自觉抵制毒品的能力。

张璇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罗艳 周利军)6 月，沅
江市“国培计划”项目县建设工作落地开花，
内训精彩纷呈。 6 月 22 日至 23 日，第二轮
培训拉开帷幕。

动员会上， 该市教育局局长段学文以
“三个加强” 来勉励学员和相关工作者：
“不断加强学习， 加强管理， 加强合作交
流，努力将基地校办好、办实、办成精品，
并促推‘国培计划’ 项目县工作日臻完
善。 ”

目前，沅江市“国培计划”项目县建设
工作已全面铺开，19 个基地校、80 名培训
师进行两轮高质量的集中培训， 并制定
好今年的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 开展一
系列调研、走访，为一线教师提供针对性
培训内容， 满足 9 个学科小组教师的培
训需求。

本报讯（通讯员 聂方勇 欧
文）日前，麻阳苗族自治县锦江中
学学生杨峰被湖南省委依法治省
办、省司法厅、省教育厅、共青团省
委联合授予 2018 年湖南省“最美
守法少年”荣誉称号，这充分体现
了该县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的显
著成效。

近年来，为不断提高全县青

少年法律意识，增强青少年法治
观念，该县委法治办与教育局大
力组织开展“法律知识进校园”
活动，广泛深入开展青少年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致力于推进全县
青少年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
法， 争做一名具有宪法意识、民
主意识、法治意识的新型现代公
民。

本报记者 刘芬

本报讯(通讯员 熊端 谢晓庆)近日，
株洲市荷塘区关工委、 区教育局在戴家
岭小学举行“腾飞中国·辉煌 70 年”红色
故事演讲比赛。 来自该区各中小学校的
30 名选手参加了此次比赛。

选手们怀着对革命先烈无比崇敬
的心情，通过生动的语言，讲述了一个
个感人事例，回忆了那一段壮烈历史，
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以来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
让在场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为中国翻
天覆地的变化感到骄傲和自豪， 会场
上不时地响起热烈的掌声。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成新)6 月
25 日，汝城县举行了 2019 年爱心
助学现场募捐活动。来自全县机关
单位、乡镇、企业、商会、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现场开展“爱心助学”举
牌捐赠活动。整个爱心助学募捐活
动充满着关心、爱心和感恩之心。

通过爱心助学募捐活动，受助

学生感到非常暖心，鼓起了学习和
生活的勇气。 此次募捐活动，有
148 个机关、单位、乡镇，153 个爱
心企业，22 个爱心商会，7000 多位
爱心人士参加了捐赠活动，共筹集
资金 1500 多万元， 创造了汝城县
教育基金会有史以来募捐资金的
最高纪录。

荷塘区：
红色基因代代传

汝城：爱心助学 大爱无疆

石门：“救在身边”
防溺水教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覃业彦 陈洁）“救

命呀，有人掉进池塘里啦。 ”6 月 24 日上
午， 石门县第四完全小学校园传来一阵
阵急促的呼救声。紧急关头，只见一名身
穿白大褂的男性，迅速抛下一根长绳，奋
力将一名“溺水者”“救”上岸……这是该
校开展“救在身边”系列防溺水教育活动
的一幕。

近来，该县各中小学、幼儿园、民
办培训机构与附近的卫生院（所）联手
在校园里开展“救在身边”防溺水教育
演练活动。 医务人员现场结合理论知
识和实际救护技巧传授生活中遇到突
发溺水状况自救、徒手心肺复苏、溺水
紧急救护等知识，并现场操作示范，指
导师生和家长反复动手演练， 还通过
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家长会、收看
警示视频、张贴防溺水教育挂图、唱防
溺水歌、发放《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和防溺水知识竞赛等形式让防溺水知
识入脑入心。据统计，该县医校联手共
开展“救在身边” 防溺水教育演练共
250 场。

沅江：“国培计划”
落地开花

麻阳杨峰获评“最美守法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