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19日讯 一般来说，出
身并不“正统”的自考毕业生在求职
中不占优势。日前，湖南农业大学继
续教育学院为1000余名2018届毕业
生举办的综合类专场招聘会上，记者
却发现，因为有相关工作经验、工作
更踏实、 主动学习能力强等优点，不
少自考毕业生备受用人单位青睐。

现场，100多家单位为该校千
余名工商企业管理、企业财务管理、
电子商务等专业的毕业生提供了
2000多个职位，不少企业为自考生
开出了不错的待遇。 在深圳市国富
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看
来，“英雄不问出处”，“公司最看重
的并不是应聘者的学历，和一些‘名
牌’学生相比，自考生往往对自己的
职业定位比较准确，且虚心学习、积
极主动、工作踏实、责任心强。”

“自考毕业生质量越来越好，因
此得到更多用人单位认可。”农大继
续教育学院副院长田建湘介绍，此
次专场招聘会规模较去年大幅提
高。“随着用人单位定位愈加准确，
更多企业对有过硬技能素质和相当
文化水平的自考生的需求更大。”

■记者 陈舒仪 实习生 张娜
通讯员 裴昌胜

有经验、技能素质高
自考毕业生
应聘也“吃香”

本 报 4 月 19 日 讯
“不管大家怎样选择， 家长
们如何建议，只要同学们不
放弃学业，继续保持学习的
信心和勇气，无论选择上普
通高中还是职业学校，都将
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距离
中考还有1个多月，今天，湖
南省教育厅、湖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向全
省初三学生及家长下发公
开信，鼓励大家胸怀梦想和
希望，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
择。同时也提醒大家，关注

今年启用湖南省中等职业
教育阳光招生信息平台
（sxxtp.hnedu.cn），不要被
不实信息左右。

信中，两部门特意介绍
了我国教育体系，分普通教
育和职业教育，其中普通教
育包括普通高中教育、普通
高等教育，侧重于培养基础
研究型人才；职业教育包括
中等职业教育、高职高专教
育和应用本科教育，侧重于
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记者 黄京

本报4月19日讯 2018中
华龙舟大赛（长沙·芙蓉站）将
于4月21日至22日在浏阳河芙
蓉区段东屯渡浏阳河大桥与人
民路浏阳河大桥之间的水域举
行。 中华龙舟大赛是国内规格
级别最高、竞技水平最高、影响
力最大的顶尖龙舟体育盛事。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院长谭焱良
介绍，该校将甄选近300名志愿

者为比赛“保驾护航”。
赛事志愿者们将被分成新

闻宣传部、 后勤保障部、 竞赛
部、综合协调部4个大组和18个
小组。 志愿者动员培训大会鼓
励大家认真做好服务工作，努
力成为比赛现场靓丽的“青春
风景线”。

■记者 陈舒仪
通讯员 朱雅亭 田滨玮

本报4月19日讯 市民周
女士2016年单位组织常规体检
时，查出右上肺有个磨玻璃样结
节样小结节。打了消炎针但消退
不明显， 因没有任何症状表现，
她未继续治疗。2017年单位再
次组织体检，周女士的结节明显
变大变实，竟然出现癌变。

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科唐
三元主任医师透露，周女士病理
诊断为中分化肺腺癌，即出现癌

变。由于周大姐诊断与治疗还比
较及时，目前已经康复，不需要
后续放化疗等辅助治疗。

“发现肺部小结节时，千万
不可掉以轻心。” 唐三元提醒，
对于中老年人， 有长期吸烟史
的人群， 如果体检出肺部磨玻
璃样小结节改变， 患肺癌的几
率更高些，应该足够重视。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李小兵

徐珊 实习生 郭慧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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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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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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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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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550276

本报4月19日讯 她是“学
霸”： 托福考试成绩获得119分
（满分120分）、获得过数学和物
理奥赛金牌；她是“最佳辩手”：
曾获全国辩论赛亚军， 还曾受
邀前往日本东京参加NSDA
（全美辩论联赛）总决赛，与加
拿大等欧美国家及亚洲区选手
同场辩论；她是“舞王”，尤其擅
长跳街舞，经常参加各种演出；
她是“导演”：拍摄制作了一档
名为《格兰特的奇妙反应堆》视
频节目，科普各种化学反应、物
理知识，B站（哔哩哔哩网站）流
量过万……

她是长郡中学国际部高三
女生李乐遥，这个有着“十八般
武艺”的清秀女生刚满18岁，最
近被6所世界名校相中，同学们
对她只有两个字：膜拜！

【经历】
游学萌生“留学梦”

李乐遥从小数学成绩特
别好，常待在爸爸办公室刷各
种奥数题。初二那年，这个理
科 尖 子 生 展 现 了 英 语 天
赋———她在CCTV“希望之星”
英语大赛中获得湖南省总冠
军，可免费去加拿大游学。“回
来之后，我就下定决心将来要
去国外读大学。” 留学梦对于
出生于普通工薪阶层家庭的
李乐遥而言， 不是一件轻松
事。但李乐遥笑称自己碰到了
世界上最开明的父母：“他们
只说希望我努力考到一个好
学校，尊重我的任何决定。”

有了这个“留学梦”，向来爱
学爱玩的李乐遥，突然变得异常
刻苦。“疯狂背单词、阅读英文原
著，提升自己的英文成绩。”中考
结束后，李乐遥来到长郡中学国
际部就读， 她觉得这离自己的
“留学梦”又更近一步了。

【愿望】
向新能源方向发展

才华横溢、综合能力突出的
李乐遥这次被美国南加州大学、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加拿大英属
哥伦比亚大学等6所名校录取。
事实上，她完全可以被录到排名
更靠前的名校，但是，因为在每
所学校的申请中，她都直接提出
“需要奖学金” 的要求而被校方
婉拒了。“在申请本科学校时，直
接提出奖学金的要求，实际上就
是在降低录取成功率，但我还是
坚持这么做。”李乐遥说，因为自
己的家庭并不富裕，不能让父母
为了自己留学而投入数百万元
的资金。最终，她选择了提供奖
学金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
学，“录取的环境科学专业也是
我最喜欢的，我今后希望向新能
源方向发展。”

李乐遥认为，年轻时要多尝
试， 满足自己的各种兴趣爱好，
而无论是作曲、唱歌、跳舞还是
拍视频，自己都不会去刻意追求
一定要达到什么高度，因为“它
们都是我生活中表达情感的各
种方式”。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张娜
通讯员 周萍

她托福考试接近满分，是辩论和街舞高手，拍摄科普视频网上流量过万

“00后”女学霸被6所世界名校相中

本报4月19日讯 长郡中
学国际部2018年秋季招生已
经启动，记者今日获悉，学校在
原有开设AP课程的基础上，将
首开IB-DP课程， 学生选拔标
准更严格， 甚至加入了家长面
试环节。

长郡中学国际部首开的IB
课程班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学，
报读该项目的学生家长都需要
参加面试， 这是湖南首个在招
生中对学生家长面试的学校。
“对家长的面试是为了解学生
的成长环境、家庭氛围，也是为
了了解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和理解程度， 考察家长的教育
理念是否与学校契合。”长郡中
学国际部英方主任刘威介绍，
“家庭教育是学生成长不可或
缺的一个环节， 我们强烈建议
父母双方都必须到场参加面
谈。”IB课程是富有挑战性并享
有较高承认度的国际课程，它
为学生进入大学学习并取得国
际学士学位证书做准备， 是一
套系统的国际人才培养体系，
需要家庭、学校、社区多方配合
完成的教育， 因而家长面试在
学生选拔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一个环节。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张娜 通讯员 周萍

连线

长郡中学国际部启动秋招
国际课程须面试家长

长郡中学国际部高三女生李乐遥最近收到6所世界名校的录取通
知，才华横溢的她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记者黄京通讯员周萍摄

省教育厅、省人社厅致信初三学生及家长

无论上高中还是职校
都将有人生出彩机会 中华龙舟大赛周末举行

300志愿者“保驾护航”

肺部小结节不重视 一年后出现癌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