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未满6周岁不能入学”的
现象，社会各界曾引发不小的争议。
时至今日，湖北、长沙等地已经作出
了取消“未满6周岁不能入学”硬性
限制的规定。

湖北省政府法制办2010年3月
份公布的《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征求意见
稿)第12条，放宽了小学新生入学的
年龄“硬杠杠”，增加了“凡于当年9
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年满六周岁
的儿童，如已达到入学程度，经监护
人申请，可以入学。学校不得拒收或
另外收费。”

长沙市教育部门规定，如果学校
单班额在30人以下， 学校可以将入
学年龄放宽两个月， 即截至当年10
月31日。武汉、义乌等地教育部门规
定，若孩子年龄仅晚几天，在不违背
原则的情况下， 可与学校协商入学。
但是，根据各学校具体情况，学校有
理由拒绝该生入学。

本报8月28日讯 今天上午，一部
展现毛泽东、 刘少奇等湘籍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廉洁作风的大型文献纪
录片《中国共产党人廉洁颂》在长沙举
行了开机仪式。 此片是我国影视史上
第一部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廉
洁从政作风的大型文献纪录片。 预计
拍摄100—120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杨胜群，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黄建
国，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
等省领导出席了开机仪式。

■记者 张颐佳 实习生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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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导游， 我没事， 请先救游
客！”这句话，让原湖南省湘潭市新天
地旅行社导游文花枝成了英雄。2005
年8月28日那场不幸的车祸夺去了花
枝的一条腿，但让所有的人记住了那句
“挺住，加油！”记住了“我是导游，先救
游客。”记住了永远笑面如花的花枝。

进入湘潭大学学习， 文花枝的人
生翻开了新的篇章。大学生活开始后，
文花枝以一名普通学生的身份融入其
中， 她曾在博客中写道：“媒体把关注
的焦点投向我时， 我以一颗平常心来
对待所有。 我已经做好了媒体宣传过
去后的心理准备： 要继续做自己该做
的、想做的事。文花枝还是原来的文花
枝，不是英雄，也不是名人，只是亿万
个普通人之中的一个。”

在朝夕相处的师生眼中， 文花枝
是一个善良爽朗、 充满韧性、 上进好
学、非常认真的大学生。湘潭大学专门
为文花枝安排的辅导老师刘建平教授
说：“每堂课，文花枝都提前到教室，而
且总喜欢坐在教室的第一排， 每堂课
都认真听讲， 课堂笔记也记得非常详
细。 我完全看不出她作为英雄人物的
‘架子’。”

文花枝的同学李安然说：“生活中
的花枝姐， 永远都是那么的乐观和开
朗，无论在哪儿，只要有她在，就会有
欢乐和笑声， 她的乐观精神时时感染
着我们。”

■记者 张颐佳 实习生 李慧

用了11年的数学小课本变大开本
我省小学一年级、初一学生今秋使用新教材：元谋人退出历史课，婴儿奶粉进化学书

“出生时间只差几天，读书却要整整晚一年”

为抢入学时间，8月宝宝扎堆出生

■记者 贺卫玲

本报8月28日讯 “元谋人，或称元谋
猿人，是在中国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元谋
人的距今年代为170万年左右，是属于旧
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 初一历史
课本第一课的元谋人，你还有印象吗？这
个几代人都有印象的知识点， 今年秋季
将退出初中一年级的历史教科书。

9月3日新学年正式开学， 随着新课
标的实施， 湖南省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
一年级新生、 初中一年级新生将使用修
订后的新教材， 非新生则继续使用老教
材到毕业。今年秋季起，义务教育阶段19
个科目的内容将发生变化， 相应的小学
一年级和初一以及其他年级的起始课程
的课本也进行了修订。

小学一年级数
学教科书11年来一
直都是小开本，此次

调整成了大开本，字号也相应变大。大开
本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像是图画书，非
常迎合一年级小朋友的口味。

小开本的封面是单调的三个小朋友，
而大开本除了有小朋友，还有大象、松鼠、
天鹅、斑马等动物和他们一起玩，整本教
材的插话更加丰富、悦目。页数则由121
页减少到111页， 价格由4.28元调整为
7.28元。

博才咸嘉小学数学老师易老师说，新
版内容有删节，难度也降低了。以前平面、
立体图形一直是合在一起编排， 现在，一
年级上学期只教立体图形，下学期教平面
图形。另外“位置”单元由下学期提到了上
学期，让学生尽早了解“前、后、左、右”等
方位词，便于课堂教学。

“婴儿奶粉”进入课本，并要求学生独立完成8个实验。

小学数学

新教材删除了元谋人这个知识点。 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雷建军介绍，此举旨在减轻学生负担、减少死记硬背。另外历史还
加入了古代戏剧等内容，注重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美德。

初中历史

一是适当减负，减少识字量。二是更加重视写字与书法的学习。
修订后的语文课程标准将一二年级写作定位为“写话”，三年级开始
是“习作”，初中才是“作文”。

小学语文

初中化学

因为其整体结构进行了调整。旧版本初二学电学，初三学力学。但
是教电学的时候难免要借用力学的概念和规律，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
死记硬背的成份。教材进行修订后，力学单元调整到初二年级学习，电

学单元放到初三年级学习。初中物理还增加“宇宙探索”“新能源”等有关知识，并明确列出
了学生必做的20个实验，对研究性学习的要求更加具体。

初中物理

《中国共产党人廉洁颂》开拍

“挺住！加油！”
乐观花枝笑面人生

●1982年出生于韶山大坪乡
●200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6年10月27日获得“全国

模范导游员”的称号
●2008年参加了奥运圣火韶山

的传递， 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巾帼
奖、全国五一劳动奖、全国三八红
旗手、全国模范导游
员、全国十大杰出青
年、 全国优秀共
青团员、 全国道
德模范等称号

● 2012年 6
月2日，当选为党
的十八大代表

代表档案·文花枝

8月28日，长沙市博才咸嘉小学。一年级数学课本由小开本（右）变成大开本
（左），两个小学生目睹了新课本。 记者 李丹 实习生 陈俊筱 摄

长沙湖北已取消
“非6岁不能入学”

延伸阅读
本报8月28日讯 昨天上午10点，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住院部6楼，30岁的
王怡（化名）马上将进入手术室进行剖
腹生产，这是王怡的第二胎。即将再次
当妈妈的王怡觉得手术安排的时间很
合适：“正好赶在9月1日之前， 不用担
心小孩以后入学的问题了。”

像王怡一样，不少预产期是8月底
9月初左右的准妈妈最近都有些纠结。
9月1日以后出生， 孩子小学入学就会
有一道门坎，“出生时间只差几天，读

书却要整整晚一年”，
为此不少准妈

妈都希望宝
宝能赶在 9
月 1日前出
生。

记者今
天从长沙市
妇幼保健院
获悉， 近期
在医院分娩

的人数出现增多的趋势，“最近我们院
顺产和剖腹产人数都有所增加， 仅过
去3天，就一共有74个宝宝出生，平均
一天有24人之多。”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产一科护士长刘小花介绍。 在省妇幼
保健院的住院部， 记者也看到了同样
的情况。

“临近9月份， 确实有一些准妈妈
会找医生提出来要提前剖腹产。” 刘小
花表示，遇到这种情况产科医生一般都
会劝导准妈妈及其家人，尽量采用自然
生产的方式， 医生是不提倡剖腹产的。
“经过我们医生劝说，有几个预产期是9
月初的准妈妈都放弃了提前生产”。

在省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 一位
姓王的准妈妈已经怀孕38周， 她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确实我也考虑过孩子
入学的问题， 但是如果要提前2周剖
腹产，我觉得还是没有必要，毕竟让孩
子健康的发育成长对我来说才是最重
要的。” ■记者 徐焰 实习生 易月

通讯员 郭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