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0日上午，由湖南日报社、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办事处共同主办的2018“新湖南·文明家”评选社区
公益行暨湘桥社区“浓情粽香”主题活动举行。作为公益行第三站，活动吸引了近千名市民通过文化展演、知识
问答、包粽子大赛等环节积极参与。据了解，本次活动组委会将在爱国守法、遵德守礼等方面，评选出在一个或多
个方面表现突出的十个家庭授予“新湖南·文明家”称号，每个获奖家庭将获得由组委会颁发的荣誉证书、专属奖
杯及梦想基金10000元。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苏雨 李健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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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让教学更加生动有趣的机
器人、可体验生命倒计时和临终
关怀的“VR生命体验设计”……
这个周末，2018年“挑战杯—彩
虹人生”湖南省职业学校创新创
效创业大赛在长沙民政职业技
术学院举行。现场，湖南职校学
生展示的177件创意十足、 新颖
奇特的作品，让所有评委老师、
观摩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直呼
“脑洞大开”。

该项赛事由共青团湖南省
委、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科学技术协会、省
学生联合会主办， 大赛项目签
约总金额达到1041.19万元。最
终，长沙民政职院、湖南工程职
院、 湖南机电职院等学校学生
的作品获得大奖。

机器人让学习更有趣
人工智能时代， 寓教于乐

的机器人成为很多孩子学习玩
乐的“标配”。但目前市面上的机
器人虽然种类品牌繁多，却也存
在很多不足。 长沙民政职院
WEME主题教学机器人项目负

责人刘凯和团队同学在充分调
研之后， 设计了一款拥有5种主
题的“WEME主题教学机器
人”，不但能够实现编程容易、资
源丰富、 随时随地可以学习，而
且允许大家植入自己的创意，
添加属于自己的元素（如程序
模块、场景模块等），修改游戏
规则。“从小学生到大学生都可
以使用， 学习起来既生动又好
玩。”

VR设计体验临终关怀
不少人对生命消亡的时刻

充满恐惧， 但长沙民政职院殡
仪专业学生所设计的“VR生命
体验设计”，却借助VR技术，让
人体验生命终了时的感受，通
过对生离死别的体验， 倡导人
们尊重并珍爱生命。

项目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
将设计一个150平方米的体验
馆，将借助VR技术让体验者体
验临终状态各种身体上的变化。
与此同时，还会在体验过程中加
入临终关怀、离别感言、生命告
别等环节。体验结束之后，还会
对体验者进行心理辅导。“这种
体验的目的是让人们真实地感
受到生命的可贵，然后更加积极
地去生活和工作。”■记者 黄京
实习生张洁 通讯员陈茜舒涛

来湘潭昭山看“大海”
本报6月10日讯 洁白的沙滩、

翻滚的海浪、刺激的滑道、充满异域
风情的表演……今天上午， 一场夏
日狂欢盛宴在湘潭昭山城市海景水
上乐园拉开序幕。

活动现场，3000名佳丽齐聚仿
真白沙滩排出矩阵，组成“2018昭
山城市海景”字样，随后又以“草裙
舞”展现风采。此次活动后，该乐园
将每天以“草裙舞”迎客。据了解，该
乐园位于湘潭昭山仰天湖南部，被
称为“城市里的大海”，有海浪池、海
狮表演等项目。 ■记者 陈柯妤

乐水魔方水世界开园
本报6月10日讯 记者今天从

长沙园林生态园获悉， 经过园区环
境全面升级， 该园内的乐水魔方水
世界6月8日起已重新开园，长沙市
民又多了一个消暑戏水的好去处。
据介绍，乐水魔方水世界占地面积
10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万人戏水
游乐，拥有丛林探险区、海滩狂欢
区等5大核心娱乐板块，成人、小朋
友都可在这里找到适合的水上游乐
项目。 ■记者 陈月红

长沙河西多地段将停水
本报6月10日讯 记者今天从

长沙供水有限公司获悉，因银盆岭
水厂（原四水厂）设备改造，该公司
将对水厂停产施工，6月12日22：00
至6月13日8:00， 长沙河西枫林路
以北区域将停水，高远程区域（梅
溪湖、西三环以外等）将停水。

此外，6月11日22：00至6月12
日6:00，长沙岳麓区含浦大道（西
二环至步步高商场门口）沿线两厢
地区将停水，临近地区水压、水量
将减小。 ■记者 陈月红

本报6月10日讯 不少
高考生都有个“携笔从戎”的
军校梦。今天，2018年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院校招收普通高
中毕业生计划正式公布，根
据计划， 今年有26所军校在
31省市区招收高中毕业生
(应届生、 往届生均可报考)。
其中有24所军校在我省共招
收588人， 男生551人， 女生
37人。

24所军校在湘招生
记者获悉， 今年26所军

校在31省市区共计划招收
11703名高中毕业生，较去年
略有增长，增幅约为1.6%。其
中有24所军校在湖南招生，
分别是：国防科技大学、陆军
工程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
军装甲兵学院、 陆军炮兵防
空兵学院、 陆军特种作战学
院、陆军军医大学、陆军军事
交通学院、陆军勤务学院、海
军工程大学、 海军大连舰艇
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航
空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空军
工程大学、空军航空大学、空
军预警学院、空军军医大学、
火箭军工程大学、 战略支援
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战略支
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武警
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武
警特种警察学院。 从公布的
招生计划来看， 理科男生共

招收532人，理科女生共招收
34人；文科男生共招收19人，
文科女生共招收3人。

考生应注意相关要求
在我省， 军事院校志愿

在本科提前批填报。 提醒考
生在填报时， 要事先了解年
龄要求、军检标准，仔细查看
各专业备注中注明的体检标
准要求， 不要填报身体条件
达不到相应要求的专业。据
了解， 今年军校招生体检标
准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但
在体检结论使用上会有所调
整， 重点突出各军兵种主战
专业对考生的体格要求。

据悉， 被军校录取的考
生入学后都会取得军籍，入
学即入伍。在校期间享受供
给制学员待遇， 如不收学
费、生活费、按月发放津贴、
服装统一发放、 吃住全包
等。特别提醒考生和家长，报
考军校时要从权威渠道了解
相关信息，要谨防所谓“内部
指标”、“补录”、“特殊渠道”
等招生诈骗行为。 军校在招
生时， 投档录取流程与地方
普通高校招生完全一致，院
校在投档比例范围内对政审
面试体检均合格的考生，严
格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
进行录取。

■记者 黄京

今年24所军校在湘招收588人
要先了解年龄要求、军检标准等 报考时谨防所谓“内部指标”等诈骗行为

本报6月10日讯 记者
今日从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
院获悉， 该院2018年定向士
官招生计划人数为1590人，
突破历史新高， 为有志青年
拓展了报国通道。 长沙航院
2003年被确定为直招士官试
点单位，2012年被确定为定
向培养直招士官试点院校，
16年来， 已累计为部队培养
输送专业技术士官3183名；
目前，校内有海、陆、空、火箭
军和武警在籍定向培养士官
学员2000余名； 已成为全国
所有定向培养士官试点高校
中招录计划最多、专业最多、
军兵种最全的院校。

据介绍， 该院士官培养
规模不断扩大。连续六年，士
官招录计划不断走高， 培养
规模已占学院人才培养的
1/3。目前，学院招收士官学
员专业包括飞行器维修技
术、飞机电子设备维修、通用
航空器维修、 飞行器制造技
术、导弹维修、机电一体化技
术、电气自动化技术、应用电
子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9个

专业，覆盖火箭军、海军、陆
军、空军和武警五大军种。招
生范围涉及湖南、 辽宁、安
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
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宁
夏、新疆13个省市自治区。

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定向培养士官是军队依托地
方高校进行入伍前教育培养
的大学生学员， 每年从普通
高中毕业生中招录， 执行现
行专科提前批次录取政策，
有填报高考志愿、体检、政治
考核（政审）、面试等环节，最
后依据高考成绩择优录取。
定向培养士官采用“2.5+0.5”
培养模式， 即在试点院校完
成两年半的专业课程学习和
培训， 经身体复检和政治复
审合格， 由兵役机关办理入
伍手续， 再到部队完成半年
的实训， 毕业后学校颁发大
专学历证书， 部队下达士官
任职命令， 补充到部队相关
技术岗位。 服役时间从毕业
当年7月算起，享受现役士官
的相关待遇。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李金津

长沙航院招收定向士官1590人

177件创意作品亮相职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

职校学生设计出“教学机器人”

据介绍，本次“挑战杯———彩虹人生”湖南省职业学校创新创
效创业大赛既是我省首次为职业院校单独搭台办赛，也是在高职
院校落地办赛的一次探索。在比赛开幕式现场，团省委书记汤立
斌表示， 该项赛事旨在有效搭建职业学校学生创新创效创业平
台，引导和激励职业学校学生弘扬时代精神、创新精神和工匠精
神，发掘和培养一批创新创效创业方面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延伸 弘扬工匠精神，培养高素质人才

寻找最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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