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30日讯 临近高考，
长沙18岁的高三学生小梁（化名）
突发气胸，呼吸困难，被送医抢救。
“每年中、 高考前后都有气胸学生
来住院。”医生提醒，学习紧张，也
要重视健康。

小梁在长沙某重点中学读高
三，成绩优异，是妥妥的“学霸”。4
月份体检时，他被查出患有“肺大
疱”，但因为高考在即，身体又没异
样，家长就没有太重视。

高考来临，小梁每天都复习到
凌晨，睡眠不足7小时。5月26日晚，
他在自习时突发胸闷气促、 呼吸困
难， 随后被紧急送往长沙市中心医
院救治。经过CT检查，小梁原来是

突发了“自发性气胸”，左肺已经被
压缩了70%，情况十分严重。该院胸
心外科医疗团队立即为其进行对症
处理， 术后小梁的各项指标恢复良
好，目前他已返校做最后的冲刺。

“现在学生压力大，几乎每年
中、 高考前后都有气胸学生来住
院，部分学生甚至带着引流瓶直接
入考场考试。” 长沙市中心医院胸
心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袁跃西介
绍， 自发性气胸若不及时处理，常
会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 在进行
CT、胸片等检查时，如果发现有肺
大疱，请及时对症治疗。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孙承欢
汤雪 实习生 苏雨

除了《办法》上读到的上
述变化，欧阳文邦指出，湖南
考生要填好今年的高考志
愿， 还要特别注意一个重要
的变化———2017年9月国家
发布的“双一流”大学名单将
会深刻影响今年的志愿填
报。在他看来，“双一流”大学

名单的发布是既“211工程”
“985工程” 之后我国高等教
育办学格局的一次重新洗
牌， 院校在考生和家长心目
中的分量将会随着“双一流”
大学名单的发布而有所调
整， 有关院校的投档线水平
随之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增设志愿、填报时间增加、加分政策缩水、艺考招录调整、“双一流”高校投档线变化

今年高招这五大变化，听专家怎么说

5月30日，环保志愿者和公交司机一起将手工创作的“禁止吸烟”剪纸作品贴上车厢。当天，为迎接第31个世界无
烟日，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东沙社区组织环保志愿者和居民代表一起创作了60余幅“禁止吸烟”主题剪纸作品，呼
吁共同营造一个健康、清洁、无烟的公共环境。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李梦 摄

5月30日，本报对《湖南省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工作实施办法》（下称《办法》） 进行了梳理报道
（详见5月30日A03版）。那么，和往年相比，今年我省
高招政策有哪些具体变化？ 对考生将有怎样的影响？
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了我省教育部门负责人及湖南
启善尚行生涯规划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欧阳文邦老师，
请他们来详细解读。 ■记者 黄京

《办法》规定，在本科提前
批将省内公费师范生招生院
校单独设为一类，增设“省内
公费师范生”志愿，设1个学校
志愿和6个专业志愿。 第一次
投档录取后，未完成的计划向
社会征集， 征集志愿设1个学
校志愿和6个专业志愿。7月13
日16:30前完成省内公费师范
生征集志愿录退。省教育部门
负责人解释， 之所以这样安
排，是根据我省公费师范生招

生文件相关规定，对省内公费
师范生招生的操作办法进行
了调整。报考考生要按要求在
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

今年还另设了“民航飞行
学员”志愿栏，设2个学校志愿
（分一、二志愿）和1个“学校服
从”志愿。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也是根据民航总局和教育部
规定，今年取消“空军飞行员
志愿”，而增设“民航飞行员志
愿”。

【变化一】
增设“省内公费定向师范生”和“民航飞行学员志愿”

【变化五】
高考加分政策
大幅缩水

根据我省 2015年发
布的《湖南省进一步减少
和规范高考加分政策实
施方案》，2015年1月1日
起，取消“体育特长生加
分项目”“中学生学科奥
林匹克竞赛加分项目”
“科技类竞赛加分项目”
“省级优秀学生加分项
目”“思想政治品德有突
出事迹加分项目”5项全
国性加分项目，同时取消
了“省级体育比赛获奖加
分项目”“省三独(独唱、独
奏、独舞)比赛获奖加分项
目”和“普通高校对口招
收中职毕业生加分项目”
3项地方性加分项目。该
方案正好影响到今年参
加高考的应届毕业生，因
此这些加分项目也正式
“退出舞台”。

省教育部门相关负责
人介绍， 按照教育部政策
规定，2015年取消体育、
艺术、 学科竞赛类加分政
策后，2018年高考全面落
地，缓冲期已过，体育、艺
术、 学科竞赛获奖不再加
分，因而《办法》删除了这
些加分项目内容。 这也体
现了我省高考加分政策大
幅缩水， 目前我省按教育
部要求， 仅继续保留全国
性扶持类加分政策， 主要
包括少数民族考生加分，
烈士子女加分， 归侨及其
子女、 华侨及台湾省籍考
生加分， 自谋职业退役士
兵和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
或被大军区及以上单位授
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加
分等。

《办法》提出，今年本科一
批到高职专科批志愿填报的
时间为6月26日-7月1日，而
往年是6月28日-7月2日。也
就是说， 从填报日期上看，提
前了一天； 但填报时间从5天
增加到6天。欧阳文邦建议，考
生和家长要妥善安排志愿填
报时间，千万不要挤在最后一
天最后时段填报，以免因为网

络拥堵而耽误志愿填报。
省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

提醒，考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
内按规定的方式填报志愿（含
征集志愿）， 在填报志愿截止
时间之前，可在网上填报或修
改志愿，逾期不能补报或修改
志愿。同时务必妥善保管密码
和“动态口令卡”，对自己填报
的志愿负责。

【变化二】
志愿填报时间发生变化

在欧阳文邦看来，今年我
省高招变化最大的调整来自
于艺考招生录取的办法。去年
12月，省教育厅公布《湖南省
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
专业招生工作实施办法》，今
年我省艺考生招生录取将按
这个新办法来实施。“平行志
愿成为我省本科提前批次艺
考志愿投档模式，这一变革可
以说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
我省艺术类录取规则最大的
一次变革。”欧阳文邦建议，考
生和家长要认真研究新的艺
考招生办法，才能填好今年艺
术类本科志愿。

欧阳文邦指出，今年艺考

政策的变化对于艺术考生来
说总体是一个利好，毕竟考生
在本科提前批次的选择明显
增多了， 由以往的2个学校志
愿变为现在“最多可以填报11
个学校志愿”。 但对于文化和
专业不能分别达到我省划定
的二本控制线（双过线）的考
生，他们在本科提前批依然只
能在非平行组填报2所学校，
“非平行组院校在‘双过线’考
生的哄抬之下，大概率会有走
高的倾向。” 他分析， 如此看
来，没有“双过线”的考生，既
填报不了本科提前批平行组
院校，填报非平行组院校也没
有什么优势。

【变化三】
艺考招录有大调整

【变化四】
“双一流”高校投档线或将发生变化

考前太拼，学霸临近高考突发气胸

本报5月30日讯 2017年统计
数据显示，湖南省共有各类科技人
员179万人， 在湘工作且人事关系
在湘院士33人……在“全国科技工
作者日”到来之际，省科协、省科技
厅发出慰问信，向奋斗在全省各行
业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的
祝贺和亲切慰问。

“一直以来，全省广大科技工
作者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坚持创新、
求实的科学态度， 积极投身科技
创新事业，服务经济转型，服务民
生改善，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
技术进步、 科学普及等方面积极
作为，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慰问信中，
省科协、 省科技厅为百万科技工
作者“点赞”。

■记者 陈舒仪 通讯员 任彬彬

为在湘百万科技工作者“点赞”

本报5月30日讯 “岳麓山下
好读书”。昨日上午，长沙市岳麓区
教育局与周南中学签约，携手创办
周南学士实验学校。据悉，周南学
士实验学校由岳麓区政府投资1.5
亿元兴建， 设计规模为48个教学
班，将新增学位2200余个，完成从
小学至初中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

今年9月开始办学。
周南中学校长翁光龙表示，将

派出优秀的管理和教师团队，为新
学校发展注入新力量，两校将在教
育资源、管理模式、师资队伍等方
面进行资源共享，努力把学校打造
成新的优质学校。

■记者 陈舒仪 通讯员 焦梓瑜

长沙岳麓区又添优质公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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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