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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6日讯 “百日会
战”结束，交警会不会放松执法？
答案是不会！今天上午，长沙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召开媒体通气
会，发布了“百日会战”相关数
据，同时通报，长沙已经全面启
动为期七个月的城市道路交通
秩序集中整治行动，酒驾、乱停、
闯禁、乱用灯光、行人乱穿马路
等都将是整治重点。

“百日会战”期间，长沙交警
共现场查处各类交通违法59.45
万起； 查处涉牌涉证违法12.37
万起， 非客运车辆载人3.57万
起；查处违法占道行为117.92万
起；查处涉酒驾驶7792起，刑事
拘留825人次，行政拘留2350人
次。与历史同期相比，现场纠违
数、酒驾查处数、刑事拘留、行政
拘留数均大幅提升， 对酒驾、醉

驾和其他严重交通违法保持了
强大震慑力。特别是在精准查缉
重点车辆方面，查获涉嫌毒驾车
辆106台，依法拘留毒驾41人，相
当于近5年查缉总和。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沈潘 孙玲芝

城市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重点
1、“三驾”：酒驾、醉驾、毒驾
2、“五乱”：乱停车、乱变道、乱

用灯光、乱鸣喇叭、行人乱穿马路
3、“两闯”：闯红灯、闯禁行
4、“三车”： 电动自行车、低

速电动车、工程运输车
5、“三点”：堵点、乱点、难点
6、“三创”： 创建严管街、示

范路、示范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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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点评作文题

本报6月16日讯 今日，文
化志愿者走进乡村学校少年宫
活动在长沙市中小学素质教育
实践基地启动。现场，长沙市委
办公厅等10家全国、省、市各级
文明单位与乡村学校少年宫签
订结对帮扶协议，农家学舍志愿
者服务队等17家文化志愿服务
团队被授旗“乡村学校少年宫文
化志愿服务团队”。

2017年初，长沙市文明委决
定长效开展文明单位与乡村(城
市)学校少年宫志愿结对帮扶活

动，引导各单位在师资、器材、资
金等方面全力帮扶支持乡村 (城
市)学校少年宫建设，同时在全市
广泛组织开展“学雷锋文化志愿
者走进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

记者了解到，当前长沙市有
农村留守儿童25000人。目前长
沙共有155家各级文明单位志愿
结对帮扶155所乡村学校少年
宫，60家各级文明单位志愿结对
帮扶60所城市学校少年宫。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罗佳玉 罗翠

长沙今年新增
17万高校毕业生

本报6月16日讯 2017年，
长沙市普通高校毕业生总数为
17.3万人，比去年增加3.6％。今
日上午， 长沙市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推动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各项政策措施。

针对高校毕业生青睐新媒
体的特点， 全市共建立开通就
业服务网站、微信公众号30个，
“长沙就业”微平台为高校毕业
生提供新闻资讯、求职招聘、信
息查询、申报引领四大功能，推
出一年多时间， 关注粉丝已达
3.1万人。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罗奕思
实习生 尹霜 高冰捷 娄娜

到明年基本消除
66人以上超大班额

本报6月16日讯 近日，省
政府发布《关于统筹推进县域
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
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指出，要基本实现
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
化， 到2018年基本消除66人以
上超大班额， 到2020年基本消
除56人以上大班额。同时，要基
本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 全省90%以上的义务教育
学校（含教学点）基本达到办学
标准。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到98%以上。

按照阶段目标要求，2017
年起， 我省小学一年级按不超
过45人、 初中起始年级按不超
过50人； 到2018年底前， 全省
66人以上超大班额的比例控制
在5%以内；到2020年底前，将
全省56人以上大班额比例控
制在10%以内， 之后大班额比
例还逐年降低。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刘颖 朱雅婧

本报6月16日讯 今日长
沙市中考拉开大幕， 全市初中
毕业生共计77498人参考，中考
考点设有106个。

今年的语文作文题是材料
作文。 一位家长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动情地说：“我们做父母的
其实特别希望孩子有帮父母做
点事的举动或者想法， 哪怕只
是倒一杯水，扫一次地，我们心
里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 甚至
是特别的感动”。要求考生根据
这段材料引发自己的联想、感
悟和思考，自选角度写作文。

家长穿旗袍陪考

早上8点，记者来到开福区
明德华兴中考考点， 此时距正
式开考还有一个小时， 考点门
口已经聚集了不少送考的家
长。 许多送考的妈妈都穿上了
各式各样的旗袍，寓意“旗开得
胜”。“我今天可是盛装打扮了
的。专门挑了件红、黄、绿三色
的旗袍。 红色是要考得红红火
火，开门红；绿的是做题一路过
关；黄的是要他再创辉煌、飞黄
腾达。”江女士家住河西，怕考
试迟到， 昨晚便和孩子住到了
考场附近的酒店， 打算这三天
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彭女士打算在考场外一直

候到孩子语文考试结束。 而张
育英女士则风风火火， 边走边
对身边的家长打招呼：“我要去
买菜了， 我儿子今天菜都点好
了，平时可以在外面吃，这两天
要吃妈妈的爱心餐。”

《摔跤吧，爸爸》入考题

上午11点20分， 语文考试
即将结束，各位家长翘首以盼。
11点30分，考试终于结束，但由
于交卷等事宜， 考生迟迟没有
出来， 至11点40分考生终于向
门口涌来。

“太简单了，语文还是我的
强项，应该可以拿A。”第一场
考试，卢同学觉得很顺利，信心
满满，她说古诗文默写是最简单
的，比如《望月》这首古诗，相当
简单。大部分考生反映，今天的
语文考试难度不大，觉得考得不
错。“今天语文考试第七题选择
题还考了《摔跤吧，爸爸！》，看到
这个题我就笑了，都没那么紧张
了。”考生贺同学说，今年的中考
作文还是分两部分，小作文和大
作文。“我觉得作文也很好写，就
是结合一些自己的经历，写和父
母、成长有关的事，我觉得比较
好把握。 我第一次把作文写到
800字了！”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罗翠 罗佳玉

长沙中考开考，又见家长旗袍秀
共有7.8万人赴考，语文考试《摔跤吧，爸爸》入考题

今年的长沙市中考作文题
是一则材料作文题，让人感叹：
这全新的出题方式， 真是始料
未及啊。从2010年的《送他人一
朵花》《你的 ，让我记住了你》
到2016年的《凡人小事的背后》，
不管是二选一， 还是只给出一
个作文题目， 这些年一直是由
命题作文和半命题作文掌控江
山。但2016年稍稍有些变化：在
题目之前给出了一段提示语。

今年虽是初次出现材料作
文，但在审题上未设置障碍，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联想、感悟和思
考，自选角度、自拟题目来写。从
材料当中， 不难提取出“感恩”
“劳动”“社会实践”这些关键词。
这些，既贴近学生的生活，让学
生有话可说，又充分体现了核心

素养中“社会参与”方面的内容，
让学生在生活中，在不断地反思
中慢慢将核心素养转化为自身
素质。

今年材料作文的难度不在
于审题， 学生稍作分析即可得
出结论；难度在于“难以出新”
“难以出彩”。 写什么才能得高
分， 成为阅卷老师眼里的“宠
儿”？学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
进行构思： 精心选材、 抒发真
情。这些材料宜真不宜假，要反
映生活的真实，写出真情实感，
说真话，诉真情。相同的年龄，
相似的经历， 一定要坚决避开
千篇一律的选材。
■中学高级教师， 湘郡金海中
学学科带头人， 语文学科教研
组长：严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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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题方式让人耳目一新
精选材抒真情可得高分

“百日会战”结束，交警又有新行动
未来7个月，长沙将重点整治这些违法

长沙市有农村留守儿童2.5万

6月16日，长沙河西通程商业广场，市民在学习如何遵守交规，骑行共享单车。当天，长沙市公安交警支队开展
“道路交通安全让生活更美好”主题宣传活动。邀请组织市民和中、小学生代表零距离体验交警工作。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肖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