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16日讯 今日上
午， 长沙市南雅中学入驻株洲
项目启动仪式在株洲市新闻发
布中心举行。据悉，由长沙名校
南雅中学创办的株洲南雅实验
中学现正面向全省招收小学和
初中毕业生，今年秋季将正式开
学。该校也成为株洲引进长沙名
校教育资源开办的第一所集团
分校。

株洲市副市长杨胜跃表

示，此次株洲和南雅牵手，对于
推动长株优质教育资源深度互
融共享， 加速两地教育一体化
进展，意图深切，泽被长远。南
雅中学校长王旭表示， 愿以自
身优势与株洲教育共同迎接挑
战，共同破解难题，共同优质发
展， 倾力办好株洲南雅实验中
学，助力株洲发展。

■记者 陈舒仪
实习生 张娜 通讯员 黄辉

本报4月16日讯 我国围
棋职业教师培训领域的空白日
前在湖南被填补。4月13日，全
国首家二年全日制围棋职业教
师学校———湖南健坤围棋职业
教师学校在株洲揭牌成立。该
校的成立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
注， 中国棋院院长华以刚为其
题写校名，来自杭州、上海、广
州、烟台、湘潭等地优秀棋院的
代表参加了揭牌仪式。

湖南健坤教育创始人、株
洲市棋协主席李征石介绍，该
校的培养目标是， 让围棋与教
育学进行学科交叉， 让学员成
为最会下棋的教育人和最懂教
育的围棋人。 该校已于2018年
初开设了一个实验性质的围棋
职业教师委培班， 与全国十多
家600人以上的培训机构达成
校企合作协议。

■记者 李永亮

本报4月16日讯 上个周
末， 我省高职单招考试正式启
动。今年，湖南省高职单招已经
进入第12年， 今年共有69所高
职院校进行单独招生， 人数达
69482人，创历史新高。三湘都
市报记者在单招考试现场发
现，越来越多职业规划明确、动
手能力强的考生， 主动选择就
读职业院校。

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
民族中学的麦雨仑曾在多项省
市青少年科技创新比赛中获
奖，此次，他报考了湖南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的机电一体化专
业。“我和父母都非常看好中国
制造2025，我一直对机械制造
与电子制作感兴趣，希望能在
高职院校努力学习。” 长沙信
息职业技术学校的李骁骁笑
称，自己是和同学们一道组团
参考的。在他看来，智能制造
业发展非常迅猛，未来对技术
技能型人才需求很大。在湖南
食品药品职业学院的面试现
场，岳阳考生小雨说，自己成
绩不错， 父母也非常希望她能
参加高考读本科， 但她还是填
报了该校中医养生保健专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人关注健康， 这也是我今后职
业的选择方向”。

按照省教育厅要求， 单招
考试按照“文化素质+职业技
能”要求，由各高校自行组织。
为了能选拔到优秀的学子，各
高校在考试形式上打破“唯分
数论”，创新考核形式。湖南工
业职院还在综合测试环节中，
邀请了企业主管担任面试官，
远大集团招聘经理王效贺就是
其中一位。 长沙民政职院也首
次引入了企业考官。 该校相关
负责人表示， 在招生环节引入
“企业考官”， 有利于企业将文
化和用人标准提前植入考生的
意识中， 这样的招生方式将职
业教育和市场拉得更近。

为了确保高职单招实现
“阳光招生”， 湖南铁路科技职
业技术学院今年还启动“人脸
识别”系统核查身份杜绝替考，
强化考风考纪， 精准识别冒名
顶替他人的“枪手”，将代考作
弊违法行为扼杀在考场前，为
考生营造安全、公平、和谐的考
试环境。 长沙民政职院的面试
工作则实行“多重随机”管理，
全程录像，确保公平公正。

■记者 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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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要求，外地回长生和往届生都要参加长沙市的初中毕业学
业水平考试。考生可于6月7日-8日到长沙市教育局中招办（岳麓区
茶子山中路320号）领取准考证及考点安排。考试时间为6月15日-17
日。另外，外地回长生和往届生都需参加综合素质评定。首先需提交
原始材料，提呈初中每期期终评语的原始证据以及初中三年校（含）
以上的各种奖励和处分等原始证据，以供查验，并交全套复印件一
份。各种资料务必在中招办规定的5月2日-5月4日内提交齐全。语文
口语交际、英语口语、理科实验、艺术考查测试和体育中考测试，定于
6月19日上午在长沙市实验中学进行（芙蓉区火星镇古汉路1号）。

长沙城区普通中小学网上入学报名结束，现场资格审核安排设定不同时间

小升初跨区升学需“一表两证”
长沙市城区普通中小学网上入学

报名已结束，长沙2018年入读小学一
年级，小升初跨区生、外地回长生因各
种客观原因错过网上报名怎么办？外
地回长生、往届生如何初升高？16日，
长沙市教育局发布了下一步现场资格
审核安排和《2018年长沙市城区初中
升高中外地回长生、 往届生报名须
知》。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将于5月2日-5月4日在长
沙广播电视大学（蔡锷中路顺
星桥48号） 进行现场审核，家
长需携带①“一表两证 ”：
《2018年长沙市城区小学升初
中跨区生报名登记表》（登录长
沙 教 育 信 息 网（http://jyj.

changsha.gov.cn/） 自行下载
打印，家长填写后需由学校审
核、 盖章）； 法定监护人及被
监护人户口簿；法定监护人不
动产权证或房屋产权证或房
屋预告登记证；②小孩同底一
寸彩照3张。

小升初跨区升学 需携带“一表两证”

有两类学生：（1）具有本市
城区常住户口或房产， 现在外
地就读， 要求回本市城区升初
中的小学毕业生；（2）符合条件
（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长

沙城区务工， 办理居住证满一
年且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满一年） 的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 要求从外地小学升入
本市城区初中的小学毕业生。

小升初外地回长生 两类学生符合条件

凡要求回长沙市城区升高
中的外地回长生、 往届生必须
征得原就读学校和当地县级教
育行政部门的同意后，在长沙市
教育局中招办报名，统一参加全
市初中毕业学业水平考试(含体
育)和综合素质评价(含理科实
验考查、语文口语交际考查、英
语口语考查和艺术考查)。

网上报名后， 需携带相关
资料原件和全套复印件， 填写
好《2018年长沙市城区初中升
高中外地回长生、往届生报名登
记表》，5月2日-4日在长沙广播
电视大学进行现场验证和资格
审查。登记表可以在长沙市教育
局中招办领取，也可登录长沙教
育信息网自行下载打印。

外地回长、往届生初升高 报名对象有三类

外地回长、往届生初升高
需参加学业考试和综合评价

提醒

有考生为职业兴趣放弃高考，有职院邀请企业主管担任面试官

高职单招启动，“人脸识别”系统助考

全国首家围棋教师培训学校在株洲成立

高职教师“勇哥”
“侠骨柔情”

株洲南雅实验中学今秋开学

本报 4月 16日讯 佘
勇，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
学院造价教研室主任、 造价
团队负责人。2011年任教以
来，辛勤耕耘，在三尺讲台上
谆谆教导， 培育了一批又一
批优秀学生。 他教授的造价
专业学生两次以高通过率通
过全省技能抽查， 一次以
100%通过率通过毕业设计
抽查。

一个毕业三年的学生节
日转了微信红包给佘勇，感
谢老师当年对他这个“差生”
在学习中给予的鼓励， 特别
是在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
怀， 但佘勇婉言谢绝：“这只
是我的本职工作”。佘勇还是
学生眼中的“爱心大使”，得
知学生申维母亲患病， 他积
极帮助学生联系学校申请资
助， 还发动亲朋好友捐款近
3000元。

在教学中， 他乐于当学
生的“引路人”，会把真实的
项目引入到专业教育和实训
之中。 为帮助学生完成技能
抽考和毕业设计， 昔日和学
生打成一片的“勇哥”，会对
学生要求格外严格， 绝不容
许半点偷懒或作假。“专业技
能是他们在职场安身立命的
资本，不能玩虚的。”就这样，
佘勇耐心指导自己带的每一
个学生按要求认真完成各项
任务。2015年全省技能抽查
强化训练期间， 佘勇患病被
医生要求住院， 但他却回绝
了：“等学生通过考核了再来
住院。”

■记者 陈舒仪

扫二维码，看更多详情。

小学一年级 需留意各学校招生简章
长沙各区对生源的现场审

核都设定了不同的时间和地
点，需留意各学校的招生简章，
以免错过日期。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单招现场，“人脸识别”系统核查考生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