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亮点

挑战

建议

缪雅琴认为， 新高考改革的
实施， 为高中教育带来了机遇与
挑战。可以说，新高考改革将成为
普通高中学校发展的“分水岭”：
学校适应得好， 就能够在新一轮
高考改革中“破茧成蝶”，步入良
性发展轨道。反之，恐将跟不上未
来教育的脚步。同时，新高考的核
心是要求普通高中更加尊重学生
个性发展，把“选择权”还给了学
生，办有选择性的教育。今后，学
校教育教学管理模式将从“标配”
时代进入“自选”时代。

新高考将成学校“分水岭”

观点

本报10月15日讯 近日，
湖南省肿瘤医院宁养院在门诊
一楼举行了音乐团体及公益义
诊义卖活动， 向广大患者及家
属普及宁养概念， 呼吁给予晚
期癌症患者更多关怀。 每年10
月第二个星期六是世界宁养
日，今年的主题是“全民健康覆
盖与纾缓医疗———别遗落了在
苦海中的人群”。

2008年10月，湖南省肿瘤医
院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合作成立
了湖南省唯一一家宁养院， 为广
大癌症患者免费提供止痛药物，
免费上门提供镇痛治疗、 护理指
导和心灵关怀服务等。 宁养院主
任刘明恒介绍， 宁养院成立9年

来，已为 3015名居家晚期癌症患
者提供服务， 送出止痛药品价值
789万元。

怎样取得医院的宁养关怀服
务？ 刘主任介绍， 患者携带二级
(县市级)以上医院疾病诊断证明、
出院小结等病历资料， 街道或村
委会开具的贫困证明， 患者和家
属的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就
可前来宁养院申请登记； 如符合
条件的该院住院患者， 可由主管
医师申请宁养院会诊并交齐申请
资料，出院后可免费提供服务；门
诊患者或其他医院的患者可直接
来宁养院申请。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李佳玲
通讯员 彭萍 彭璐

本报10月15日讯 10月12
日傍晚， 邵阳隆回12岁女孩妙妙
失足坠入半米深的水渠沟内，腹
部严重受伤。10月14日， 记者从
省儿童医院获悉， 女孩已做完手
术，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观察、
治疗。

妙妙读初二，12日下午5点
半，在学校吃完晚饭，妙妙跟几名
同学一起去教室准备上晚自习，
不慎失足摔进约半米深的沟里，
腹部受到猛烈撞击。 由于病情危
重， 妙妙连夜被送到湖南省儿童

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孩子出现肝
挫裂、右肾挫裂、失血性休克等险
情，需连夜进行剖腹探查手术。医
院普外一科主任尹强博士介绍，
经过8个小时的奋战，保住了孩子
的生命。

“我现在什么也不奢望， 只希
望妙妙能快点好起来”。一直守在手
术室门外的妙妙妈妈说，现在已经
欠了医院2万多元， 突如其来的伤
害，让他们不知所措，医药费对这个
农村家庭来说是不小的负担。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姚家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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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5日讯 高校的
科研成果不再是“养在深闺人未
识”了，只要够好，就能有个“好
身价”。日前，长沙理工大学化学
学院王建辉教授的“杨梅精准提
质与联产增效关键技术” 项目，
被湖南一品东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看中，在“长沙—长沙理工

大学政产学研对接活动”现场实
现科技成果对接，签约金额2105
万元。据了解，在这次科技成果
转化对接会上，长沙理工大学16
个项目进行了签约，签约总金额
达9120万元。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李潇玲 邓崛峰

新高考实施“两依
据一参考” 的多元评价
机制， 即依据统一高考
成绩、 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 参考高中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进行
录取， 这一根本性变革
给学校带来新的机遇与
挑战。 长沙市教育局局
长卢鸿鸣分析，首先，新
高考将对学校办学条件
要求更高。 面对新一轮
高考改革， 目前长沙很
多高中学校现有的教育
资源、 设施设备及师资
水平明显不足。 一旦实
施选课走班， 必然对教
育资源的数量和结构提
出新要求，教学场地、实
验设施及相应的学科教
师配备等将成为摆在校
长们面前的难题。

其次， 优化课程成
为必然。为了适应“3+3”
高考录取改革的要求，
学校必须构建多层次、
多类型、 可选择的课程
体系，开设“生涯课程”，
帮助学生提高自我认识

能力和选择能力， 做好人
生规划。

此外，传统班级逐渐
淡化 ， 分层教学成为常
态。“过去高考改革无论
怎么变，固定的班级授课
始终雷打不动，新高考改
革将完全打破格局，学生
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有固
定的教室，变成教师在固
定的教室授课，学生则奔
走 于 不 同 的 教 室 去 听
课。”卢鸿鸣表示，依据新
高考招生方案，学生将有
更大的学科选择权，按照
“6选3”，理论上的排列组
合类型有20种，今后每个
学生都有一个个性化的
课表，分层教学将成为教
学组织的新常态。

卢鸿鸣还特别强调，
新高考将使教学管理面临
变革。“我们习惯了以行政
班为主体的教育管理模
式，新高考实施后，选课走
读如何组织， 行政班与教
学班如何并存， 师资如何
配备等系列问题将考验学
校管理者的教育智慧。”

新高考来了，教学进入“自选时代”
长沙要求各区各校12月底拿出新高考改革实施初步方案

“新高考”是当下教育领域的热词。湖南新高考改革
将从2018年高一新生开始实施，2021年高考将按新高
考制度录取新生。面对新高考带来的变化，长沙中学该如
何应对？教学方式如何转变？分层走班、综合素质评价如
何开展？10月13日-15日，由长沙市教育局主办的2017
长沙市新高考改革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 国内多位教育
专家现场为各区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各普通高中学校
校长等，进行新高考政策解读和分析。

长沙市教育局要求，各区各校须在10月底前拿出培
训方案、12月底拿出改革实施初步方案并提交， 方案将
作为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本次培训主题为
“新高考背景下的学校
教学与管理改革”，培训
内容包括新高考政策解
读， 对接新高考政策的
办学理念及教育教学方
式的变革，上海、浙江新
高考政策的实施与启
示， 教育改革发展的趋
势四个方面。

去年4月，我省发布
了《湖南省深化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目前， 我省正在抓紧研
究制定新高考综合改革
实施方案。 在长沙市教
育局副局长缪雅琴看
来，湖南高考改革，按照
国家总体要求， 结合湖
南省情， 在推进分类考
试、多元录取、促进公平
上具有新的亮点。

这些亮点包括：一
是高中将不再分文理

科，实行3+3模式，高考成
绩呈现由“高考成绩、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两部
分组成； 二是强化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 三是加分项
目大瘦身，体育、艺术特长
生不再加分； 四是重点高
校定向招收“贫困生”，不
再让“寒门难出贵子”；五
是建立学生综合素质档
案，包括艺术素养 、社会
实践等在内的综合素质
评价成为学生毕业和升
学的重要参考；六是高职
院校相对分开招生；七是
优化平行志愿录取模式，
逐步取消录取批次；八是
自主招生严控规模，安排
在高考后进行；九是探索
建立多种形式学习成果
认定转换方式，构建人才
成长“立交桥”；十是考试
招生全程接受监督，加大
违规查处力度。

不再分文理科，高考多元录取

■记者 黄京

传统班级淡化，课表更有个性

学校该如何谋划新高考改革对
策？ 卢鸿鸣建议， 各校要研制课程方
案，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开足开齐
必修课程，开好各类选修课程。学校要
统筹安排高中三年的课程、课时，保证
课程开设质量， 根据学生考试和选科
需要， 自主决定各学科安排的时序和
进度(如可以将2年学习在1年中完成，
或3年学习在2年中完成)，但不可以减
少课程计划规定的每门课的总时数，
也不可以随意增加课时增加学生的学
习负担，避免高三只安排语文、数学两
门课程进行教学的情况。

同时，学校要在设施设备、师资配
备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 满足新的教
学需要。 新高考改革后教师将由原来
的“买方市场”进入“卖方市场”，教师
的综合素养和专业能力将接受广大学
生考验。针对师资问题，学校必须尽早
制定培训计划，优化培训内容，创新培
训模式， 为适应新高考提供有力的人
才支持。

由于新高考将倒逼高中课程设
置、教学方式、教学管理的变革，各校
要打破传统教学秩序， 重构新的教育
教学管理制度： 研制选课指导及走班
制的整体方案， 科学研制课程说明和
选课指导手册供学生有序选课； 探索
实施学分认定与管理制度， 进一步完
善学校学分认定实施细则及相应的标
准和程序。

课时进度可自主决定

10月15日，在长沙雨花
区的非遗文化真馨香堂中华
香道体验中心内， 来自长沙
雅礼实验中学1604班的同
学们与家长一起， 做了一回
文化传承的志愿者。 香道是
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
通过眼观、手触、鼻嗅等品香
形式对名贵香料进行全身心
的鉴赏和感悟。 在专业香道
老师的指导下， 学子们学习
了非遗技艺，亲手制作香品，
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张爽 摄影报道

体验“香道”

高校科技成果找到“婆家”

初二女孩上晚自习坠沟致肝肾摔裂

晚期癌症患者
可申请宁养服务
可免费获止痛药物及上门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