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科大今年在湘招70名理科生
该校采用多元录取模式 高考成绩仅占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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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日讯 4月2日
是联合国确定的第十一个世界
自闭症日。 为提升公众对自闭
症群体的了解，今天上午，长沙
公益机构在南郊公园（南门）举
办“陪伴两小时”2018年自闭症
日公益徒步。 活动吸引了众多
爱心单位、公益团体、各大院校
志愿者团队，超过500人参与。

自闭症儿童在沟通交流方
面似乎有着一套不被常人所理
解的来自遥远星球的思维模式，
好像孤独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里，又被称为“星星的孩子”。

据介绍， 中国目前约有超
1000万孩子是自闭症。“透过志
愿者协助积极参与徒步运动，
增强自闭症儿童体能开发，提
高社交活动能力， 让运动赋予
更多的内涵和意义。”湖南爱弥
尔特殊儿童康复中心李莉莎
说，以“城市徒步、团队同行”的
方式， 开启一扇社会公众了解
自闭症群体和其家庭的窗口，
密切家庭成员关系， 形成全民
参与、 共同发展中国特色公益
慈善事业的新局面。

■记者 李成辉

本报4月1日讯 荒芜的耕
地， 像雪花一样渗出的白色结晶
铺满地面———这是耕地盐碱化的
真实写照。 其严重影响粮食作物
生长，威胁粮食安全。提高作物的
耐盐性， 使盐碱地像普通耕地那
样造福人类， 是全球植物学家的
追求。近日，湖南大学生物学院刘
选明教授研究团队发现了一个能
够降低土地盐碱化对水稻产量影
响的新基因STRK1，并揭示了背
后的分子作用机制。 相关研究成
果3月27日发表在国际顶尖植物
学期刊Plant�Cell，同时被作为亮
点推荐。 这项成果将为水稻耐盐
品种的选育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
支持。

目前，全球有9.5亿公顷盐碱
地，其中1亿公顷在中国。同时，还
约有20%的灌溉农田因气候变暖
导致盐碱化，影响作物产量。水稻
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
一，亦是我国的第一大粮食作物，
其喜甜土性， 导致容易受到高盐
环境产生的高渗透影响而减产或
死亡。如何提高水稻的耐盐性，使
盐碱地里也稻花飘香， 湖南大学

刘选明团队开展了近5年的研究。
研究过程中，团队成功筛选、

鉴定到了一个可以提高水稻耐盐
性的基因STRK1，其转基因株系
在正常条件下与普通水稻没有区
别， 而高盐渗透条件下能明显提
高水稻耐盐性和产量。 该团队进
一步探究了STRK1提高水稻耐
盐性的分子机制 。“我们发现
STRK1在受到高盐渗透后发生
自磷酸化， 并通过磷酸化与其相
互作用的过氧化氢酶C的210位
的酪氨酸残基， 显著提高过氧化
氢酶活性， 从而将过量有害的过
氧化氢分解为水和氧气， 降低高
盐渗透造成的危害， 提高水稻耐
盐性和产量。”研究团队成员林建
中告诉记者。

该研究为进一步解析植物耐
盐的分子机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并提供了耐盐的特征性分子标
记。另据了解，该论文也是湖南省
本土水稻基础研究领域首次发表
在国际顶尖植物学期刊 Plant�
Cell的研究成果。

■通讯员 曾欢欢 李妍蓉
记者 黄京

从2012年招生开始，南
科大就率先采用基于高考的
综合评价模式招收本科生。
其中，高考成绩占60%，学校
自主组织的能力测试成绩占
30%（机试25%，面试5%），高
中平时学业成绩占10%（综合
素质占3%、 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占7%），最终，按考生
综合成绩排名从高到低录取。

该校党委书记郭雨蓉教
授表示， 学校对有学科特长
和创新潜质的优秀高中毕业
生特别青睐， 希望通过这种

创新的录取模式来招收全能
型优秀人才。另外，从该校近
几年录取的考生情况来看，
湖南考生的综合能力很突
出， 因此该校今年计划在湘
招收70名本科生， 均为理科
生， 计划人数位居全国22个
省份第二， 仅少于广东省。
“南科大已在湖南招收六届
学生，共计318人。录取分数
也很高， 去年湖南新生高考
成绩最低601分，最高653分，
高考平均成绩615.5分，居全
省理科前1.4%。”

据了解，截至3月29日，湖南已报名南科大的考生超
过1200人，比去年同期增加约10%。而该校去年增加的
“海洋科学”“航空航天工程” “地球物理学”“生物医学
科学”四个专业，今年依旧吸引了不少考生前来报考。

今年该校报名截止时间为4月30日， 有意报考该校
的考生需在此之前登录南科大招生网进行网上注册报
名并上传资料， 只有成功注册报名并完善资料的学生，
在填报志愿时才有选择南科大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
南科大招生批次为提前批次，若未被南科大录取，也不
影响后续一本批次录取。

该校将组织专家对考生报名材料进行初评， 并于5
月中旬公布参加能力测试机试考试名单。能力测试机试
将于6月中旬分省进行，面试将随后进行。

作为我国第一所打破“一考定终身”的传统、
采用综合评价录取模式的高校， 南方科技大学
（下称“南科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考生和家长
熟悉。4月1日上午， 该校在湖南举行招生说明
会，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南科大计划在湘招收
70名本科生，均为理科生，计划人数位居全国22
个省份第二，仅少于广东省。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张娜

今年秋季， 我省高一新
生将实施新高考。 而根据已
经公布的方案， 我省新高考
在录取时也将改变目前“一
考定终身”的模式，改为“两
依据一参考”———依据考生
语、数、外全国统考成绩和自
主选择的三门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 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情
况，择优录取学生。

作为高考录取改革的
“领头羊”， 南科大在综合评
价录取模式上的探索， 有什
么值得湖南新高考借鉴的
吗？对此，南科大招生办副主
任谭建伟表示，打破“唯分数
论” 录取， 采用多元录取模
式， 充分体现了对考生综合
素质的重视和青睐， 既能够
促进考生的全面发展， 同时
也能满足学校对多样化人才

的选拔需求。在南科大，占到
总成绩3%的综合素质评价，
就对考生在发明创造、 学科
特长、艺术体育素养、社会责
任、 道德素养等方面进行了
综合考量。“我们对录取的学
生进行了持续关注，发现在大
学学习过程中，综合素质评价
获得高分的学生，比那些单纯
只是高考成绩突出的学生，在
科研成果、出国留学及就业方
面，表现得更好。这也更加坚
定了我们要将综合评价录取
模式进行下去的决心。”

郭雨蓉也表示， 多元录
取模式更利于选拔出具有某
一方面特质、 符合学校教学
理念的学生。另外，学校在制
定录取标准时， 一定要有一
套严格规范的实施细则，确
保公平公正。

【录取】
采用综合评价模式，高考成绩占60%

【探索】
多元录取模式可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有意报考者可月底前网上报名

提醒

这项新发现能让盐碱地里稻花香
湖南大学破译改善盐碱地水稻生长新基因

500人公益徒步
宣传关爱“星星的孩子”

张栻塑像在湖南一师城南书院文化园揭幕
本报4月1日讯 右手握书，左

手持剑， 目光深邃地望着远方
……今天，长沙城南书院创始人、
湖湘文化重要奠基人张栻的塑
像， 在长沙城南书院旧址上———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文化
园内落成。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校长
童小娇、张浚、张栻思想研究会名
誉会长张启华为张栻塑像揭幕。

公元1161年， 南宋理学大师
张栻在其父名相张浚支持下创办

了长沙城南书院。近千年来，书院
弦歌不辍，人才辈出，与岳麓书院
同为湖南两所通省书院。 公元
1903年， 城南书院改制更名开始
师范教育， 这既是湖南师范教育
的发端， 也标志着湖南第一师范
的诞生。张栻既是宋代理学大师、
湖湘文化奠基人， 也是伟大的爱
国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
军事家， 其理学思想和教育理念
使得城南书院不断繁荣和发展，

也对中国及国际社会文化产生了
深远影响。 在张栻思想和湖湘文
化影响下， 城南书院涌现了一大
批杰出人物。

此次落成的张栻塑像高2.4
米，为汉白玉石雕像，创作中写实
与写意兼顾。 落成后的张栻塑像
与湖南一师城南书院文化园浑然
一体， 让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校
园更添文化气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艾建玲 颜蒹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