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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收到我省首封高考录取通知书
今年手机可查询通知书寄递状态 可由直系亲属代收
本报7月16日讯 今天上午10
点，长沙邮政EMS揽投员将北京大
学的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送到家住
长沙市岳麓区裕园小区的姚铭星同
学手中。 这也是湖南今年投递的第
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 标志着我省
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开始。

物理
“
学霸”收到首封录取通知
接过红彤彤的录取通知书，姚
铭星显得特别激动，满头大汗的他，
在签收快递单时不停用纸巾擦拭手
心里的汗。 他高中就读于长沙市雅
礼中学1403班，因为物理成绩十分
突出， 他于去年11月参加全国物理
竞赛决赛获一等奖并入选国家集训
队，继而被保送至北京大学。这个物
理“学霸”不但性格开朗活泼，兴趣
也特别广泛，篮球、足球、游泳样样
拿手。“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能够
第一个收到录取通知书。”对于即将
而至的大学生活，姚铭星的规划是，
先把能提前修完的课都修好，然后
再多拿出时间来做科研。
据悉，除了姚铭星，今天还将有
6位考生收到来自北大的录取通知
书。 各大高校通常都是按照录取批
次顺序， 从录取的特殊类型考生开
始发放通知书。 而随录取通知书一
块寄出的，还包括“新生入学须知”、
“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等资料。

今年可通过手机查询寄递状态
长沙邮政EMS副总 经理 田建
华介绍，从即日起至9月初，湖南将
进入录取通知书发放高峰期。 为了

考生请保持手机畅通或家里留人
田建华介绍，为确保投递到位，
投递前会向收件人(高考考生)手机
发送投递信息，或与考生电话联系。
录取通知书应由考生 凭本 人 身份
证、 准考证等有效证件签收。“若本
人无法签收，可由直系亲属代收，代
收人需要出示有 效 证件 如户 口 本
等，证明为考生的直系亲属。”有考
生的家庭最好留人在家中， 同时务
必保持联系电话畅通。
据了解， 一般通知书投递三次
后，如果仍然无法投递到学生(无法
取得电话联系，投递地址不详细，或
投递地址查无此人)，将退回寄件单
位，考生须向招生院校咨询。
■记者 黄京 杨田风 实习生 张靖雯

相关新闻

119所省属高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名单公布
本报7月16日讯 记者今日从
省教育厅获悉，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
定， 今年继续实行校长签发录取通
知书制度， 明确高校招生责任。为
此，省教育厅公布了2017年我省119
所省属高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名
单。 我省省属高校发放的通知书除
加盖学校校章 （或学校招生录取专
用章）外，还应有校（院）长或授权签
发人的签名信息。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省高招录取工作正在进行，被录取
考生将陆续收到有 关高 校 寄出 的
录取通知书。请广大考生在收到录
取通知书后仔细加以甄别。在对照
学校印章和签发人信息的同时，还
可以通过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
（http://www.hneeb.cn/） 核 实 录 取
信息。
■记者 黄京

新“知青”带着课题“上山下乡”
本报7月16日讯 “上山下乡”
开展理论宣讲；进村入户为村民“义
诊”； 还从田埂上请来学业“导师”
……这个暑假，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派出13支队伍156名学生带
着“推进革命老区精准扶贫”、“基层
党组织建设”、“新农村建设”“习近
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等课题，走向井冈山、湘西州
龙山、花垣、洞口、双峰、宁乡、益阳、
浏阳、永州、岳阳、邵阳、麻阳、四川
等省内外多个市县，深入农村基层，
进行深度访谈和问卷调研。
在邵阳市洞口县， 第七调研小
组通过问卷调查、村民现场交流、领导
座谈等方式，对农村
“
空心化”、村民法
专”而
“
不全”等基
律意识淡薄、村官“
层党建中的问题开出了自己的“药

“最美中国话”
大比拼

确保高招寄递工作的顺利完成，中
国邮政速递物流采用“专人、专车、
专封、专投”的模式，为通知书寄递
保驾护航。
考生可通过下面几种方法查询
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递情况。 一是
关注“EMS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微
信公众账号进行查询； 二是支付宝
服务窗搜索“EMS中国邮政速递物
流”，点击我要查询；三是打11183
客服电话查询；四是登录“EMS中
国邮政速递物流”官网查询。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邮政EMS
在完善手机查询实 时位 置 的功 能
基础上，增加了状态查询。考生 只
需通过简单的注册，凭准考证号或
考生号就能随时 收到 通 知书 的寄
递状态更新信息。

方”。
“
基层党组织要起核心作用，探索
有效的管理模式， 有效组织村民活
动。”来自外国语学院的唐容在自己的
课题调研报告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现在的大学生多数来自城市，
不了解农村， 又如何理解国情？”在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陈宇翔
看来，让学生带着问卷、课题下乡，
边实践、边研究，不仅可以使学生对
抽象的理论有具象了解， 而且让他
们对农村现状有直接接触， 有助于
增强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感 和使 命
感。陈宇翔说，“上山下乡”活动，促
进了思政教育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增强了师生间
的互动， 拉近了思政课教师和学生
■通讯员 李妍蓉
的距离。
记者 黄京

7月16日下午，2017“最美中国话”长沙市首届青少年语言大
赛在长沙市李自健美术馆举行，130名选手进行了最后的角逐。
记者 田超 摄

本报7月16日讯 或是发
生在自己身上的感悟故事、或
是发生在自己身边或温情或励
志的感人故事——
—今天， 在李
自健美术馆水上音乐厅， 最美
中国话——
—长沙市首届青少年
语言大赛决赛举行，130名选手
现场PK如何讲好长沙故事、传
播好声音。
大赛自今年4月1日启动以
来， 获 得了 社 会 各 界 广 泛 关
注， 大赛采取三轮晋级制，面
向全市4-18岁青少年语言 艺
术爱好者，初赛联动中小学近
20所，举办海选20余场，覆 盖
学生3万余人。经过复选，最终
评审出130名选手进入决赛环
节，在今天决赛中脱颖而出的
朗读组前三名、 演讲组前三
名、成人演讲十佳以及一等奖
的选手，也荣幸进入到今晚的
颁奖典礼。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谷家茹 李红

中华儿慈会长沙启动宝贝别怕公益夏令营

烧伤孩子：长大了我就会成“奥特曼”
本报7月16日讯 夏季暑
期来临，因气温高、衣着单薄、
皮肤裸露部位多等原因， 儿童
烧烫伤等意外伤害成为高发多
发季节。今日上午，由中华少年
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9958救
助中心和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联
合主办的宝贝别怕（烧烫伤儿
童） 关爱夏令营活动在长沙拉
开帷幕， 全国各地共有48名受
意外伤害儿童汇聚一堂。

“长大了我就会变身
‘奥特曼’”
7月15日中午，安化县东
坪镇先缸村的陈武和姐姐陈
静在妈妈李俪带领下，经过4
小时车程奔波， 赶到宝贝别
怕公益夏令营基地。“3月21
日晚上， 两姐弟独自在家睡
觉时突发大火， 家里是木屋，
几乎全都烧没了， 幸亏周围
邻居发现及时， 把两个孩子
救了出来。”李俪回忆。被烧伤
后， 两姐弟就被送到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进行救治， 姐姐
情况稍好， 弟弟陈武全身烧
伤面积达69%，已做过十次植
皮手术修复。 公益志愿者们
进门后，陈武显得很警惕。中
午1点半，他在妈妈照顾下喝
了一瓶牛奶， 在记者多次沟
通交流后， 陈武终于开口了，
“叔叔，我吃饭就一直想呕，里
面的衣服绷着痛”。 下午3点，
李俪开始帮陈武全身按摩伸
展，刚脱掉压缩衣时，陈武突
然失声痛哭。“这个衣服很紧
身， 穿久了容易粘着疤痕，每
天要为他做四五次按摩。”李
俪摇着头说道， 在擦拭舒展
完全身后， 陈武强烈要求姐
姐换台看动画片“奥特曼”，并
摆出了“奥特曼”造型，“小怪
兽打不倒我， 长大了我就会
变身‘奥特曼’”。

可为烧烫伤儿童义诊
中华儿慈会副秘书长姜
莹 介 绍 ，9958 救 助 中 心 从

2015年夏季起， 开展了系列
针对烧烫伤儿童的关爱成长
营公益活动， 成功举办了北
京、 重庆等地的夏令营活动，
长沙夏令 营已 经 是第 五届 ，
这次共有48名来自全国各地
的小朋友参与。她表示，希望
通过一周专业细致的服务、系
统的心理辅导课程、参观学习
等多元方式，让孩子们在轻松
快乐的气氛下， 学会接纳自
己，建立自尊、自信。
“今年来， 全国通过中华
儿慈会救助的意外伤害儿童
已有近500名， 其中湖南地区
的有80多位。此次参加公益夏
令营的费用全部由基金会承
担，通过9958救助中心救助过
的4-18岁的意外伤害孩童、
情况稳定者都可报名参加。”
姜莹说，活动期间湘雅医院还
将为孩子提供义诊、心理辅导
和制定医疗康复方案等帮助。
（文中小孩和家长均为化名）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李诗瑶

招标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拟对桃江全域旅游推介
“
六
百” 系列活动的现场执行工作面向社会公开招
标，欢迎符合条件的活动执行公司参加投标。
一、项目概况
2017 年 7 月至 12 月期间，桃江全域旅游推
介
“
六百”系列活动现场执行公司招标，活动执行
公司需提供舞美设计、物料提供、舞台搭建、现场
布置等活动执行要求的相关工作内容。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注册的，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注册资金 100 万元以上。
2、具有相应资金实力信誉良好的执行企业。

3、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
记录。
4、 具有良好的企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
制度，能开具正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投标人应具有活动执行的相关条件。
7、投标公司需成立一年以上。
三、咨询及索取标书
咨询电话：吴女士 0731-84329229
13973159159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