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8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班戈学院举行首届毕业生典礼，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校长廖小平教授和英国
班戈大学校长约翰·休斯教授向全体毕业生逐一颁授学位。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星言 摄

本报7月8日讯 7月6日-7
日，“2018智慧医疗创新大赛”在
长沙举行。本次创新大赛有125支
队伍角逐比赛， 内容涉及“互联
网＋”，人工智能，移动医疗等方
面。

基层治不好的病通过智能转
诊， 不用挂号就可以转到大医院
治疗，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皮肤智
能诊疗医联体平台每天都在帮患
者“跑腿”，这个平台已连接了全
国六百多家公立医院， 横跨十五
个省市。大赛上，江西省妇幼保健
院带来“互联网＋” 移动产检项
目，针对高龄高危孕产妇，把配备
有产科团队的移动产检车开到社
区，在家门口帮他们做检查，该项
目未来有望在湖南落地。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佘丽莎 刘微

实习生 杨鑫礼

高考录取通知书快来了，6招辨真伪
教育部提醒：通过正规渠道查询录取情况，留心核对通知书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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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8日讯 今日上
午9点，静谧的校园里，传来
唱诗班悠扬美妙的旋律，一
场别样的毕业典礼在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举行———该
校班戈学院首届247名毕业
生迎来大学四年最具仪式
感的时刻。由于班戈学院是
中南林科大和英国班戈大
学合作设立的湖南省第一
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 毕业典礼
上，特别引入英国大学的传
统学位授予仪式，由中方和
英方两位校长亲自向全体
毕业生逐一颁授学位，并单
独合影，纪念离校前最为难
忘的一刻。

“毕业季不敢松懈”

能够获得中南林科大
校长廖小平教授和英国班
戈大学校长约翰·休斯教授
亲自授予的两个学位证书，
金融学专业的王旭龙同学
觉得特别荣耀。 但这背后，
也意味着他比别的同学要
付出更多努力。 大一开始，
他狂练英语，以优异成绩通
过雅思考试。大三、大四两
年， 他在英国班戈大学度
过。

初到英国， 校园里严
谨、努力的学习氛围令他感
到震撼，也潜移默化地影响
他的学习态度，“5月初，国
内的同学都在憧憬毕业季，
而我还在图书馆复习考试
周，不敢松懈，因为英国的
课业真的很严格。” 今年9
月，他将在世界排名前20的
伦敦大学学院攻读硕士学
位。据统计，班戈学院首届
毕业生被境外大学录取读
研比例高达53.85%。

“全英文授课是个挑战”

除了赴英国读大学，也
有许多学生选择在国内完
成学业，但他们同样要通过
英国各项课程的考核。“最
大的挑战除了有全英文授
课这个语言关，还有就是中
国和英国的教学方式、理念
上的差异。” 傅颖芸就读于
会计专业， 她告诉记者，在
课堂上，英方老师重视引导
学生互相讨论，例如用两个
公司的并购方案启发学生
进行思考，将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而独特的教育模式也
使得她在求职时更有优势，
她已成功获得一家国有大
银行的橄榄枝，毕业后便将
顺利走向职场生活。

会计专业的雷雨代表
全体毕业生用流利的英文
发表致辞，表示在人工智能
迅速发展的时代，会计行业
的部分工作将来可能被机
器人取代，国际化的教学使
他更具前瞻性，思考怎样提
升个人竞争力。

在毕业典礼上，两位校
长还分别送上了自己的祝
福和叮嘱。廖小平校长以“以
你们的与众不同飞向世界”
为题致辞， 他热情衷心地祝
福毕业生们：“期待着具有世
界眼光、 全球思维和人文关
怀的全体班戈学院毕业生，
能在世界舞台上与众不同！”
远道而来的休斯校长则十分
接地气地引用了孔子的一句
话：“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
者无惧”，鼓励毕业生们思考
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的意义，“正是这些困难塑造
了我们的性格， 帮助我们未
雨绸缪”。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星言

本报7月8日讯 新高考改革
下， 英语教学如何从知识点传授
转变为综合能力培养？昨日，由长
沙市教科院主办的教育部教育装
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基于技术环
境的英语教学整合》 课题研讨会
在长沙市明德中学举行。会上，全
国基础教育英语学科“大咖”、中
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
理事长龚亚夫等人分享创新英语
教学模式的新思路，各区（县）中、
小学英语教研员及骨干教师近
300人参会。

更侧重对学生综合评价

“目前，国内英语教学基本沿
袭国外三十年前的思路。 特别是
小学和初中， 谈的话题大多是打
招呼、问路、购物等。”会上，龚亚
夫指出， 现在大多数老师英语教
学方法相当陈旧，“没有真正教会
学生学会听力、阅读和词汇学习。
这也导致很多教师培训是无效、
低效的。”

如何突破“哑巴英语”“壁
垒”， 体现新高考提倡的核心素

养？“新高考为考生提供两次考试
机会，更重要的是考试方向，侧重
对学生的综合评价。”在龚亚夫看
来，核心素养超越英语学科本身，
是一个人应具备的品格和能力。
“通过学习，他具备了优良品格和
关键能力，如用英语学习知识、解
决问题的思辨能力。”

借助新技术创新教学

龚亚夫表示，在“互联网+”、
虚拟现实及大数据的时代背景
下，可借助人机对话等新技术，以
问题驱动课堂教学， 可视化创设
教学情境，对课堂上的教学进展、
课堂练习进行全程数据呈现，并
加以分析与评测， 激发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实现个性化学习。

现场， 来自北京玉渊潭中学
的英语老师魏永红分享了教学经
验，“学生通过模拟情境， 进行人
机对话，从害羞、不敢张口变得积
极主动、大声说英语。每次学校举
办国际交流活动时， 学生都能无
障碍地与外国友人进行交流。”

■记者 陈舒仪 实习生 刘星言

第1招：查录取真假 考生可
通过本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正规
渠道查询自己的录取信息。 如查
询到的信息与录取通知书一致
（包括录取学校名称、 专业和层
次），就是经省教育考试院办理了
正式录取手续，否则，就不是普通
高校正式录取的通知书。 家长和
考生也可登录报考学校网站查询
学校的新生录取名单。

第2招：查学校真假 考生收
到的录取通知书必须由教育部公
布的具有普通高等学校学历教育
资格的并且当年在本省招生的学
校发出。 这些学校的名单可在教
育部网站、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
（网址http://gaokao.chsi.com.
cn）等渠道查到。另外，考生填报
的志愿是高考录取的依据。 如果
考生根本没有报考某一大学，却
收到了该校的“录取通知书”，那
么就十分可疑。

第3招：看录取日程 高考录
取通知书的投送工作随每批次录
取进程陆续进行。 有的非法组织
或个人， 会抢在正规通知书发放

之前，发放所谓的“录取通知书”，
以抢占生源。 考生可以根据本省
录取日程来判断录取通知书的真
假。

第4招：看邮件 正规通知书
是通过邮政快递送到考生手中的，
使用的是录取通知书专用信封，接
收此类邮件需要现场出示准考证、
身份证、户口簿等有效证件。

第5招：看校长签名 根据教
育部的规定， 各普通高校录取通
知书除加盖高校章外， 还由校长
签发录取通知书。 录取通知书如
果没有校长签名，或者签名不对，
则要小心。 高校网站将公布高校
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姓名。

第6招：查学籍真假 学信网
（网 址 http://www.chsi.com.
cn） 是高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
册信息查询的唯一网站。 高校会
对放弃入学资格、保留入学资格、
取消入学资格的学生予以标注。
新生入学后， 可登录学信网实名
注册（网址http://my.chsi.com.
cn/），然后查询、核实本人身份信
息和学籍注册信息。

7月8日，我省高招录取正式启动。本月中下旬开始，湖
南高考生将迎来自己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据介绍，录取通
知书（入学通知书）中一般包括通知书、入学须知（注意事
项）、资助政策简介、学校简介等。另外，根据录取时间安
排， 一般而言，7月中下旬至8月上旬是提前批和本科批次
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发放、接收时间。8月中下旬是高职专科
批次的发放和接收时间。日前，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给出了录取通知书“打假”的六个“大招”。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杨嘉仪 刘星言

本报7月8日讯 乡镇卫生院
的基层医生，将拥有“专家级”的
智能助手。7日， 瀚云人工智能辅
助诊疗关键技术科技成果评价会
在长沙举行， 可用于基层医疗的
全科医生机器人助手在会上亮相，
该机器人能为基层全科医生和普
通百姓提供疾病智能问诊和智能
诊断服务， 目前已在娄底试点，接
下来，将在全省推广。专家一致认
为，对于医疗能力薄弱的基层地区
来说，人工智能交互无疑将大大提
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各村
百姓特别是贫困人群提供了更加
优质地医疗健康服务。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陈姣

新高考改革如何学好英语？专家来支招
借助“人机对话”破解“哑巴英语”难题

别样的毕业典礼：中英校长共同颁授学位

“机器人医生”
将走进乡镇卫生院

移动产检
有望落地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