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15日讯 “这是我第
一次自己找食材做饭，虽然比较辛
苦，但心里格外甜。”长沙市育才第
三小学六年级学生李澎湃笑着把
刚摸到的鱼给队友们看。 昨天，该
校组织学生来到浏阳市天子湾野
外综合实践教育基地，用游戏获取
野炊食材的方式，体验了一场不同
寻常的春游。

该校介绍，孩子们通过活动获
取食物，不仅在娱乐中培养团队精
神， 还全面提高了他们的综合能
力。“这样的活动，是对传统教育的
一种有效补充。”

■记者 柳丽娜

小学生春游
自己找食材做饭

77所高校自招启动，部分门槛提高
我省的2所考试时间“撞车”，突击发论文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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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招

寻项目合作：房地产、矿产、能源、农
林牧种养殖、酒店、交通旅游、教育传
媒，生物制药、化工、制造业等行业不
限，手续简便。 高薪聘商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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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经理 18714827359

7星彩 第 16030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下期奖池金额：8431515.50元。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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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号码： 4�4�1�1�7�2�1

排列 5开奖号码：0�1�3�5�6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0�1�3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

0
11
190
2756
33994
378589
415540

---
26619
1800
300
20
5

0
292809
342000
826800
679880
1892945
4034434

2637
0

6939

1040
346
173

2742480
0

1200447

23 100000 2300000

■记者 黄京

本报3月15日讯 3月中
旬开始， 各高校自主招生正
式启幕。今年，全国共有77所
高校面向包括湖南在内的全
国考生自主招生， 我省分别
是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此
外， 湖南师范大学的自主招
生面向本省进行。

部分高校
优惠幅度下调

记者翻阅多所高校发布
的招生简章， 发现各高校给
的优惠分值大多在10分-60
分之间，但也有部分高校优
惠幅度下调。比如湖南大学
的录取政策，由去年的“高
考投档成绩达到生源所在
省 (市、自治区 )普通类本科
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调整
为“高考投档成绩（只含全
国性高考加分）达到我校在
生源所在省 (自治区、 直辖
市) 第一批次本科同科类最
终模拟投档线下30分以内
（750分制）， 且不低于生源
地第一批次本科同科类录
取控制分数线”。

另外， 值得考生注意的
是， 今年多所高校自主招生
测试时间出现撞车， 初试基
本集中在6月10日-12日之
间。例如，湖南大学的初试时
间为6月11日上午，复试时间
为6月13日； 中南大学的考
核时间为6月11至12日，这
意味着考生不能同时报考

这两所高校。

突击发论文不可取

高校自主招生的报名条
件也牵动众多考生的心。记
者发现，针对理科生，学科竞
赛获奖、 发明创造等是所需
的基本“硬件”。而针对文科
生， 则要求在全国性的作文
竞赛、外语竞赛中获奖，此外
还要求在公开刊物发表作
品、论文等。

正是为了能获得参加自
主招生的筹码，连日来，记者
发现长沙不少考生和家长四
处托关系， 希望能在报刊、
杂志等上迅速发表作品或
论文。 在一些网店， 近期代
写代发论文的生意也十分
火爆。 家长陈先生说， 相比
起别的“敲门砖”，发表作品
是最容易“突击成功”的，所
以肯定会尽力去为孩子创
造条件。

湖南教育专家、 道南教
育首席高考研究专家蔡晓辉
表示，透过一篇学术论文，一
定程度上也能看出考生在相
关领域的兴趣、潜质，从而为
高校选拔合适的人才提供一
个很好的参考。 但如果单凭
一篇论文决定一个考生具有
自主招生资格， 这种招考制
度的设计显然是有缺陷的，
这样就给了一些人幻想投机
取巧的机会。“临时抱佛脚去
发表文章的做法， 反映了考
生对自主招生的备考非常仓
促，并不可取。”

蔡晓辉建议， 尽管取消了
“校荐”， 但如果考生在申请材
料中加入本校校长的实名推荐
信， 依然能为自己获得自主招
生资格加分不少， 所以考生千
万不要认为“校荐”取消了，就
觉得这个东西可有可无， 实际
上， 高校依然对此很重视。另
外，往年自主招生中，对专业并

无太多限制， 通常考生获
得自主招生资格后， 会根
据等第取得相应的选专业
加分， 比如生物奥赛获奖
的， 很有可能填报土木工
程专业，只要分数达线，都
会被顺利录取， 但今年行
不通了。“考生在准备报名
材料时， 一定提前对目标
高校的心仪专业有一定的
了解， 结合自己的特长来
申报， 这样可以大大提高
审核通过率。”

对于缺少奥赛奖项
和各类发明奖项的考生，
建议去一些权威、正规的
杂志发表与自己目标专
业相关的论文，有条件的
考生可以考虑正式出版
图书。

自主招生门槛提高，考生须提前准备

本报3月15日讯 今日，
“2016长沙市中小商贸流通企
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经验交
流会暨家政O2O公众服务平
台启动仪式”在湖南女子学院
举行。长沙家庭服务业协会会
长匡力平介绍，该平台旨在通
过“互联网+”健全发展家政行
业，强化行业自律，为消费者
提供更优质的家政服务，让市
民找到满意的家政人员不再
是难事。

家住金盆岭金碧文华小区
的张媛媛，小孩一岁多，最近，
她一直在为找保姆而着急。由
于之前请的保姆年后临时毁
约， 她不得已只能将小孩放在
年过六旬的父母身边。“只要能
照顾好老人、小孩，价格高点也
宁愿请个素质好的阿姨”。

记者采访了解到， 近年
来，市民对于家政服务的需求
与日俱增，但因担心家政服务
员的素质、安全等问题，不少

家庭最终不得不放弃请保姆
的打算。

马王堆一家政公司负责
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
前市面上的家政服务人员大
部分文化素质不高，技术水平
有限，而且，部分从业人员甚
至未经培训就上岗，这样的服
务质量当然不尽如人意。

匡力平表示，家政O2O公
众服务平台优家网作为网站、
手机网站、 微信、App四网合
一的云平台，将免费对家政企
业、家政服务员和市民开放。

平台将首推家政服务员
诚信制度，将有失信违约、违法
违纪等重要违规行为的列入黑
名单曝光。 家政企业和消费者
只要进入网页“诚信查询”，输
入家政服务员姓名或身份证
号码，即可了解其过去的工作
情况。列入黑名单者，家政企
业可拒绝录用，消费者可拒绝
预订。 ■实习记者 田泽伟

本报3月15日讯 3月18日将迎
来全国“护肝日”。今天，在长沙市芙
蓉区定王台街道走马楼社区， 该社
区“安居港”卫计自治协会邀请省人
民医院的专家举办了“护肝日”公益
健康讲座及义诊活动。 从今日到3
月18日，市民可到该社区报名登记
后， 免费享受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提供的乙肝“三对”检测。

■记者 陈月红

走马楼社区举行
“护肝日”活动

我省首家家政O2O公众服务平台启动

足不出户可请“靠谱保姆”

3月15日，长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女子特警大队，特警帮小朋友戴上护目镜。当天，
该市书院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走进女子特警大队，与她们“零距离互动”。“警用装备知识、交
通安全知识、趣味游戏”主题活动让安全教育在欢声笑语中生根发芽。 记者 唐俊 摄

安全教育
呵护成长

3月15日上午， 长沙美莱
医疗美容医院正式启动JCI国
际医疗认证。长沙美莱医疗美
容医院院长刘恺介绍， 启动
JCI国际认证， 标志着我国整
形美容医疗服务与世界先进
医疗管理体系全面接轨，将使
整形美容医疗服务的规范化
管理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JCI是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
联合委员会的简称。JCI认证
更注重医院人性化服务和管
理， 最大限度实现医疗服务

“一切以病人安全为中心”。它
代表了医院服务和医院管理
的最高水平，已成为全世界范
围内验证医疗机构质量的“金
标准”。刘恺表示，医院将争取
在一年半的时间内通过JCI国
际医疗认证。

据悉，JCI认证共有304条
标准、1217条测量要素。 由于
通过要求极为严格，引入中国
11年通过评审的医院仅30余
家，湖南此前没有一家民营医
疗机构。 ■刘璋景

长沙美莱正式启动JCI国际医疗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