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发布2017年第4号预警，提
醒广大在校大学生务必要谨慎
参与校园“微商”，切莫陷入传
销陷阱。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表
示， 鼓励学有余力的在校大学
生申请学校勤工助学岗位，充
分利用校内平台开展创新创业
活动， 但希望广大学生在勤工
助学过程中， 增强法律意识和

风险防范意识， 谨防陷入具有
“交入门费”“拉人头”“组成层
级团队计酬” 等明显传销特征
的陷阱。

“天上不会掉馅饼！”全国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醒， 当自
身权益遭受损害时， 要第一时
间报告家长，联系学校、老师和
辅导员， 该报警时要勇敢地向
公安部门报警。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杨雪梅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预警提醒
校园“微商”提防传销陷阱

教育连线 本报5月15日讯 记者从省发
明协会获悉， 日前举行的第116届
巴黎国际发明展览会上，湖南省青
少年10项发明全部获奖，夺得4银4
铜及2项列宾奖， 创此次中国代表
团地方团最佳成绩。

学生刘一周、廖若婕发现，从事
电焊操作的工人师傅为防止电焊
时发出的强光损伤眼睛，时常要抽
出手来拿起电焊面罩或是关闭滤
光片，很是麻烦。他们在头戴式电焊
面罩中，增设一个强光灯与微动开
关，能透过滤光片看清被焊部位的
工件。 强光灯由微动开关控制，通
过头部细微的活动，实现强光灯的
开闭，方便实用。

目前，头控可视电焊面罩、精选
文本复印机等作品备受欧洲一些
企业的青睐，纷纷向湖南代表团表
达合作开发意向。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平孟

本报5月15日讯 在第27个全
国助残日到来之际，5月15日上午，
由长沙市残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遇见幸福·长沙市残障人士集体婚
礼” 在岳麓区举行。12对或肢体残
疾或身体局部残疾的新人， 在现场
数百亲属和爱心人士的融融关爱和
见证下，正式结为伉俪。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何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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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5日讯 离各地
中考开考还有一个月时间，教
育部为高中阶段学校的招生工
作提前上了“紧箍咒”。记者今
日获悉，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做好2017年高中阶段学校招
生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
各地要完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计划编制办法， 按照普及高中
阶段教育的要求， 坚持普高和
中职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原
则， 科学核定办学规模和年度
招生人数并严格执行。

普职招生须大体相当

今年是推进普及高中阶段
教育的关键一年。《通知》要求，
各地要按照普职大体相当安排
高中阶段招生计划。 普通高中
与中职教育发展不协调的地
方，要调整计划安排，提高中职
教育招生比例。 实行优质普通
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
内初中的办法， 细化招生名额
适当向农村初中倾斜的办法和
比例。

同时， 要落实和完善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
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的政策
措施， 积极支持和鼓励高中阶
段学校招收残疾学生， 完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保
障弱势群体平等接受高中阶段
教育机会。2017年中职学校秋
季招生补录时间， 原则上截止
到11月10日。

《通知》还提出，各地要坚持
分类指导、普职并重、提高质量

和促进公平的原则， 统筹规划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不断优化
高中阶段学校结构布局。 要把
中职教育摆在普及高中阶段教
育的突出位置， 优化中等职业
学校结构布局， 在人口集中和
产业发展需要的贫困地区建好
一批中职学校。 重点支持贫困
地区每个地级市（州、盟）建设
好至少一所符合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的中职学校。

取消体育艺术等加分项目

《通知》要求，各地要公示
具有举办学历教育资质的中
职学校名单，未经公示的不得
招生。 要清理和规范加分项
目，大幅减少、严格控制加分
项目，取消体育、艺术等学生
加分项目。 在中职学校招生
中，严禁搞区域间、学校间生
源封锁和地方保护；严禁初中
学校教师干预或代替学生填
报志愿；严禁初中学校或教师
在招生过程中向中职学校索
要、收受任何名义的经费或实
物；严禁虚假宣传欺骗误导学
生的行为。

在普通高中招生中，严禁
公办普通高中超计划、违反规
定跨区域、以民办学校名义招
生，依法加强民办学校招生管
理。同时，要求各地要健全监
督举报电话制度，坚决查处违
规违纪行为，并对违反上述五
个“严禁”的学校和有关责任
人进行公开通报。

■记者 黄京

中考招生，教育部提前念“紧箍咒” 普高、中职招生规模大体相当

中职招生严禁区域封锁和地方保护

本报5月15日讯 今天是
第24个“国际家庭日”。昨晚，湖
南首届用心家庭日暨传统家风
家训家规活动在长沙启动。该
活动由湖南省文化艺术基金
会、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用心
教育集团等联合主办。

在启动仪式现场， 主办方
向大家征集最有创意的教育理
念， 并将通过微信等方式进行
推广。此外，还评选出“用心最
美妈妈”和“用心最美家庭”。来

自长沙的洪涛先生就获得了
“用心最美家庭”的殊荣。

关于孩子的成长，用心教
育给出的排序是：安全、健康、
快乐、学习。“因此大力倡导孩
子的安全教育，希望每个父母
都能多陪伴孩子，从小给予孩
子最够的爱和安全感。” 用心
教育培训学校董事长虞贵明
强调道。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杨雪梅
通讯员 宋利

关于孩子成长，什么最重要？“用心教育”的答案是：
安全、健康、快乐、学习

本报5月15日讯 读高二
就保送清华， 高三又收到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通知
书。高考还没开始，来自长沙
市雅礼中学的高三学生毛啸
就得到了国内外两所名校的
垂青，他有啥制胜法宝？

小学就和老爸
较劲计算机程序

“我出生的时候是冬天，
北风呼啸， 爷爷就给我取名
毛啸。”人如其名，在信息学
的竞赛场上， 他也是一路呼
啸，凭实力碾压对手。

读高二的时候， 毛啸就
参加了第32届全国青少年信
息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金
牌， 并入选国家集训队获得
保送清华的资格。

在今年5月7日举行的第
29届国际信息学奥赛中国队
选拔赛暨精英赛上， 毛啸又
以第一名的成绩入选国家代
表队，将于7月代表中国参加
在伊朗举行的国际奥赛。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毛
啸就对计算机有浓厚的兴
趣。 那时候的他喜欢玩单机
游戏， 作为计算机工程师的
爸爸看到儿子迷恋游戏，就
设置了一道程序， 把游戏都
给锁了。 不过， 脑袋灵光的
毛啸自己琢磨了几次就把爸
爸的程序给破解了。 父子俩
暗中较劲一年， 最后爸爸看
他也没影响学习， 就不再干

涉了。
“信息学是一门很有魅

力的学科，你的思路大可以
天马行空， 不管过程怎么
样， 只要最后的数据是对
的，你就赢了。”毛啸说。

不做那种走路
也撞电杆的人

虽然人生看上去就是
“一路开挂”，但毛啸也曾迷
茫困顿过，并且现在回忆起
来仍然觉得那是一段“不堪
回首”的时光。

原来，读初一、初二的
时候，毛啸每天都是疯狂地
看书、编程，两耳不闻窗外
事，同龄人喜欢什么，他一
概不知，也没有什么真心朋
友。“有一天， 我突然问自
己，这样的生活有啥意义？”
毛啸说， 上初三的时候，他
意识到自己和同学、和社会
脱节了，慢慢地开始融入同
龄人的生活，聊聊天、打打
球、开开玩笑，性情变得阳
光起来。

“我觉得人是应该学会
享受生活、感受美好的。”毛
啸说， 他只有坐在电脑前，
才会思考专业问题，其他时
间该干嘛就干嘛，没必要把
自己搞得那么苦，不做那种
走在路上也因思考问题而
撞上电杆的人。

■记者 贺卫玲
通讯员 倪慧颖

这个长沙伢子同时收到清华和麻省理工的录取通知书

决不做那种走路也撞电杆的人
我省青少年发明
获欧洲企业青睐

12对残疾新人
举行集体婚礼

5月14日，湘潭市第二届“宝贝回家”爱心妈妈助养活动在湘潭市福利院举行，经过广泛宣
传、精心筛选和融合配对，成功为数名孤残儿童找到了爱心妈妈。据介绍，福利院和爱心妈妈将签
订长期助养、陪伴协议，每位爱心妈妈都将履行和孤残孩子一起学习、互动、周末轮流接孤残孩子
回家等母亲的职责，让他们回归家庭，充分感受家的温暖和母爱的力量。图为被领养的孤残孩子
与爱心妈妈幸福地在一起。 周琳容 摄影报道

宝贝
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