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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本报3月24日讯 如何实现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不妨来
参加岗前训练营吧。今天，由中
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长
沙理工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卓
越中交岗前训练营”正式启动。

首期训练营学员共有183
人，为期两个月，主要面向中国
交建在长沙理工大学招聘的新
员工。 培训内容涵盖企业文化
认知、专业知识概论、通用能力
提升、 应用技能训练与综合实
训实践等五个部分， 由高校专
家、 知名学者和企业导师共同

授课， 目的是帮助学员提高职
业通用技能与专业技能、 增强
岗位认知。

长沙理工大学副校长谈传
生介绍，为满足交通行业企业对
复合型人才需要，长沙理工大学
先后与中交二航局、中交疏浚集
团、 中交一公局等企业签订了
联合培养协议， 引入企业专家
教授联合授课等方式为用人单
位定制培养适应企业需求的复
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已联合培
养学生200余人。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邓崛峰 田上

本报3月24日讯 他曾是
大家眼里的“差生”，成绩总是
班上的倒数几名， 翘课踢球的
事也没少干， 今日他却作为杰
出校友， 受邀回到母校长沙市
十一中给学弟学妹讲课， 并被
聘为学校“大师进校园”的客座
教授，他就是青年小号演奏家、
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EOS
交响乐团小号首席肖凯文。

“艺考靠多练、反复练”

此次回母校讲课， 肖凯文
说是因为对母校有种难以割舍
的感情。“众所周知的是， 现在
的艺考越来越规范， 文化成绩
要求也在逐年提高， 想通过艺
考进入优秀的大学深造， 并不
容易。”肖凯文说，不过万变不
离其宗，作为艺考生，只要稳打
稳扎， 勤学苦练， 打好艺术基
础，并兼顾文化成绩，就会获得
一条不错的出路。“艺考没有什
么捷径，就是多练、反复练，直
到你的大脑、你的身体、你的每
个细胞， 都会对你练的东西产
生记忆。”

1984年出生的肖凯文是个
长沙伢子，2002年他以全国第

二的专业成绩， 从长沙市十一
中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小号专
业，后来又保送本校研究生、留
校任教。

“艺考应该源于热爱”

这样一个“绩优股”，在中学
六年，却因为文化成绩差而自卑，
也是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上
课喜欢唠嗑、坐不住、晚自习老师
要跑到球场去抓人……这是肖
凯文曾经的任课老师们对他的
印象，而肖凯文自己也说，那时
候考试从来没有冲出过班上的
倒数第五名， 在成绩好的同学
面前，他有点自卑。

不过成绩差归成绩差，肖
凯文对小号还是情有独钟，“我
是一个对自己的兴趣执着的人，
也许这就是我成功最大的原因
吧。” 肖凯文说，“我不希望我的
学弟学妹是因为文化成绩差，
才走上艺考之路，”肖凯文说，他
小学起就开始接触小号，全凭着
自己的热爱才一直坚持走到今
天，如果不是自己所爱，即使可
能在短时间内看到收益， 也不
可能获得以此为生的技能。
■记者 贺卫玲 通讯员 陈静波

本报3月24日讯 近日，长
沙市残疾人联合会下发了《长
沙市残疾人精准康复行动2017
年残疾儿童康复项目实施方
案》，公布了今年该市残疾儿童
的救助条件、救助标准、经费来
源和相关工作要求。 补助对象
筛查预计本月30日前完成，有
需求的残疾儿童监护人可在户
籍所在地的社区 (村)、街道 (乡
镇)填写《长沙市残疾人精准康
复服务申请审批表》。

据悉， 残疾儿童康复经费
列入各级参政预算，按照市、县
(区、 市) 各负担50%的比例负
担。经费拨付至各区县(市)后，
各区县(市)再拨付到定点机构，
再由定点机构用于残疾儿童的
康复训练并定期公示经费使用
情况， 确保康复救助经费足额
用于受助对象。 部分有条件的
区县(市)，救助对象个人自负部
分可由区县(市)解决。

长沙市残联康复部负责人
朱阳辉介绍，2017年该市要使有
需求的残疾儿童和持证残疾人
接受基本康复服务比例达到40%
以上。到2020年，让有需求的残
疾儿童和持证残疾人接受基本
康复服务比例达到80%以上。

救助条件：
贫困家庭优先享受

1.具有长沙户籍;
2.残疾儿童应诊断明确、生

命体征稳定;�
3. 残疾儿童有康复训练需

求、监护人愿意积极配合;
4.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优先

享受项目;

5. 一名残疾儿童一年只能
享受一次康复救助项目。

救助标准：
最高补助2万元

0-6岁残疾儿童。 自闭症、
脑瘫、 智障儿童按每月2000元
的标准进行10个月的康复训
练， 对家庭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和低保户的残疾儿童全额补
助，每人共补助2万元，其他补
助1.8万元 (个人自负2000元)。
听力言语残疾儿童按每月1800
元的标准进行10个月的康复训
练， 对家庭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和低保户的残疾儿童全额补
助，每人共补助1.8万元，其他
补助1.6万元 (个人自负2000
元)。有条件的区县(市)，个人自
负部分可由区县(市)解决。家长
自愿增加康复项目和延长训练
时间的，经费由家长自行负担。

7-14岁残疾儿童。 自闭
症、脑瘫、智障儿童按每月2000
元的标准进行6个月的康复训
练，每名补助1.2万元。听力言
语残疾儿童按每月1500元的标
准进行8个月的康复训练，每名
补助1.2万元。家长自愿增加康
复项目和延长训练时间的，经
费由家长自行负担。

15-17岁残疾儿童。 在全
市试点200名15-17岁残疾儿
童康复项目， 按照每人每年总
额不超过4000元的经费标准给
予补助， 受助对象在定点康复
机构按照每次不超过100元的
标准接受康复服务， 每月不超
过4次，全年不超过40次。

■记者 吕菊兰

残疾儿童每人最高可获2万元补助
长沙残疾儿童康复项目公布，月底前完成补助对象筛查

岗前训练营，让学生变员工

本报3月24日讯 23日上
午，2017WFF世界足球论坛暨
More�Sport世界足球博览会
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据悉，
本次论坛暨博览会将于5月18
日至21日在长沙举行，届时，巴
西足球巨星罗纳尔迪尼奥也将
驾临长沙。

本次活动由湖南体育局、

长沙政府共同主办，长沙贺龙体
育中心、 湖南麦动体育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共同运营。 来自世
界各地的足球风云人物及相关
行业精英将汇聚长沙国际会展
中心及贺龙体育中心。 据组委
会透露， 本次博览会预计将吸
引500余家参展企业、10万名
参观观众。 ■记者 叶竹

WFF世界足球论坛5月举行
罗纳尔迪尼奥将驾临长沙

艺考越来越难？ 勤学苦练才是捷径
80后“大师”做客母校，谈“差生”成功之路：热爱和执着

邀请艺术领域的大师级人
物进课堂讲学， 是长沙市十一
中的传统教学项目。 在十一中
的外聘名师榜上，有国内大师：
中央美院油画家王雷、 中国美
院画家郑珂、 中国音乐学院教
授陈铭道、著名作曲家孟勇、湖
南师大音乐学院院长朱咏白、

潇湘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作曲
家魏景舒……还有经常来这里
指导的国外大师： 德国李斯特
国立音乐学院教授彼得瓦兹，
德国柏林艺术学院艺术系主任
马丁·亚当，意大利那不勒斯美
院、马切拉塔美院、普契尼音乐
学院的6名外教等。

本报3月24日讯 今天是
第22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今
年的主题是社会共同努力，消
除结核危害。春季是呼吸道疾
病高发季节， 气温乍暖还寒，
给肺结核的发生和传播提供
了便利条件。省胸科医院防治
部主任唐益发出健康提醒，大
学生集体生活易群患结核病，
但结核病并不可怕， 可以预防
和治疗的。

据透露，导致学校群体肺
结核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大家
缺乏结核病防治的基本知识，
不能及时发现学生中的肺结
核患者，因为上课、住宿等集
体生活，容易造成学生之间传
播。

怎样阻断结核病在校园蔓
延？唐益提醒，首先要积极发现
学生中的肺结核患者， 努力控
制传染源。 学校要切实做好新
生入学体检， 坚持晨检和缺课
学生追访，发现有连续咳嗽、咳
痰二周及以上或者痰中带血的
同学， 班主任要及时报告校医
和学校领导， 并尽快与家长取
得联系， 及时到结核病定点医
疔机构检查。

其次， 保持教室和宿舍空
气流通，要经常通风换气，师生
不要随地吐痰，咳嗽、打喷嚏或
大声说笑时应用纸巾捂住口
鼻， 避免结核病菌通过飞沫传
给其他人。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杨艳

大学生易群患
结核病，怎么破

国内外大师进校园

3月24日下午，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实验小学安全体验教室，工作人员为来
自开福区各中小学校的专职安全教师演示急救教学。当天，长沙市开福区开展“全
国中小学安全教育日”活动。 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校园学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