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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今年消除大班额建设任务项目校名单出炉：新建扩建60所学校

新增7万多学位，快看有你家附近的吗
本报 7月11日 讯 这 个 暑
假， 长沙多所学校将是一派热
火朝天建设忙的景象，因为，为
了消除大班额， 多所学校将利
用假期扩建或新建， 从而增加
教室并确保学位数增加。今天，
长沙市教育局公布了2018年全
市消除大班额建设任务项目校
名单，名单显示，建设项目校60
所，增加学位76480个。

中小学班额进一步减少
新学期，长沙的中小学班额
将进一步减少——
—2018年秋季
原则上按照小学45人、初中50人
的班额标准招生，不再新增大班
额。同时，今年将全面消除66人
以上的超大班额，2020年将全面
消除55人以上的大班额。
长沙市实验小学通过扩
建， 将新增21间教室、945个学
位；马坡岭小学新建后，将新增
教室48间、1260个学位； 开福
区第一中学新建后， 将新增教
室48间、2400个初中学位……
据统计，60所建设项目校中，城
区26所、浏阳18所、长沙县9所、
宁乡市7所。

将纳入年度考核范围
按照要求， 所有建设项目
校应在今年11月底前完成主体
工程以上建设任务， 建成后，将
先后由区县（市）、市两级教育部
门验收公布，同时各建设项目要
按省、市中小学办学标准的要求
建设。全市消除大班额建设任务
项目校将纳入对相关责任单位
年度绩效考核范围，项目建设情
况将与年度奖惩直接挂钩。
消除中小学大班额是省政
府部署的今后三年教育重点工
作， 项目建设既包括义务教育
扩容工程， 又包括普通高中建
设和中职学校建设， 还涉及标
准化学校建设和“全面改薄”等
项目， 各地要统筹整合其他专
题项目，避免重复建设。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杨嘉仪 刘星言

快乐合唱3+1：点亮山村孩子的音乐梦
扫二维码看项目校名单

通知书将至，先收好签发人名单
本报7月11日讯 正规高
校的录取通知书不但会加盖高
校校章，还会有校长的签名，如
果签名不对， 那这份通知书就
要多加留意了。记者今日获悉，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 我省实
行校长签发录取通知书制度，
明确高校招生责任， 省教育厅
还公布了今年我省119所省属
高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名单。
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省
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

正在进行，被录取考生将陆续收
到有关高校寄出的录取通知书。
请广大考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
后仔细加以甄别。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杨嘉仪 刘星言

扫二维码看签发人名单

军校本科计划征集志愿投档线公布
本报7月11日讯 今天下
午，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今
年军校本科计划征集志愿投档
分数线，均为理工类。男生计划
中，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武警
警官学院、海军军医大学、空军
军医大学、陆军工程大学、国防
科技大学的分数线均超过600
分，其中国防科技大学最高，达
到645分。女生计划中，国防科
技大学分数线为643分，陆军特

7月10日，2018年“快乐合唱3+1”两营一会开营仪式在三一集团魔豆仓创新中心举行。现场，音乐名师带领
部分师生代表和嘉宾“
玩音乐”。
记者 刘镇东 摄

种作战学院为607分。
此轮征集志愿投档仍然
采取平行志愿投档的规则：
在上线考生中先按分数优先
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再按 考 生 填 报 的 学 校 顺 序 出
档。 部属和外省属院校投档
时， 档案分中不含考生地方
性项目加分。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星言 杨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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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7 月 11 日 讯 昨 日 ，
2018年“快乐合唱3+1”两营一
会开营仪式在三一集团魔豆仓
创新中心举行，活动由北京德清
公益基金会、 湖南省教育基金
会、湖南省音乐家协会合唱专业
委员会、湖南省教育学会中小学
音乐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
来自我省多个贫困县有音乐梦
想的312名师生来到长沙进行
为期一周的合唱集训，并将于
7月16日在长沙音乐厅举办“快
乐合唱3+1”公益音乐会，用歌
声点亮大山深处孩子们的音乐
梦想。

名师大咖参与两营一会
据介绍，“快乐合唱3+1”在
我省安仁、通道、桑植、龙山、江
华、隆回、汝城、慈利、宁远和湖
北英山县实施。 而“快乐合唱
3+1” 两营一会由合唱训练营、
合唱夏令营和公益音乐会组成。
其中，项目县骨干音乐老师参加
“
合唱训练营”，项目县优秀童声
合唱团参加“
合唱夏令营”。经过
为期七天的训练营和夏令营之
后， 还会举办一场公益音乐会，
以此展现训练成果。尤为值得一
提的是，今年的音乐会上，著名
歌唱家刘一祯将与夏令营所有
的孩子一起合唱《弟子规》中的
《出则悌》，与合唱训练营的老师
们一起唱《孝敬父母》。
为了确保老师和孩子们的
训练效果， 主办方还邀请了省

内外众多优秀音乐教师和专家担
任授课嘉宾。 昨天的开营仪式现
场， 湖南省教育学会中小学音乐
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薛晖
就通过多个音乐小游戏与师生们
“玩音乐”。薛晖认为，中小学音乐
教育两个最重要的目标便是：好
乐感＋好声音， 因此在训练营里
也倡导在音乐中多听、多唱、多动
来培养好乐感。

点亮大山孩子的音乐梦
北京德清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唐立桦介绍，“快乐合唱3+1”项
目开展近四年来， 惠及40余万名
乡村中小学生， 点亮了10个贫困
县里孩子们心中的“
音乐梦”，也培
训了一批优秀的乡村音乐教师，提
升了师生们的合唱水准。在唐立桦
看来，在很多乡村学校，音乐教育
处于缺失状态， 音体美教师也很
“快乐合唱3+1”创新教育扶贫
缺。
模式， 旨在让每一个乡村孩子都
能接受有质量的音乐教育。
‘快乐合唱3+1’ 不仅改变
“
着公益，也正在影响着教育，有助
于解决乡村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省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唐
晓宝认为， 合唱艺术让山村孩子
学会了纪律、责任、牺牲、练习、纠
错、倾听以及时间管理等，帮助他
们找到自我价值、放飞梦想。项目
在未来的努力方向上， 可以借助
互联网建立虚拟合唱团， 让更多
人参与项目、践行公益、关注乡村
音乐教育。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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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号召
向邹勇松学习
本报7月11日讯 记
者获悉，省委教育工委、省
教育厅近日 授 予 长 沙 理
工大学邹勇松同学“湖 南
省优秀大学生” 荣誉称
号 ， 并 下 发《关 于 开 展 向
长沙理工大学邹勇松同
学 学 习 活 动 的 通 知》（下
简 称《通 知》）， 在 全 省 教
育系统开展向邹勇松同学
学习活动。
本报此前报道长沙理
工大学90后硕士研究生邹
勇松，身患肾病，自幼饱受
疾病折磨，依然乐观豁达、
积极进取、乐于助人；在每
天需要进行4次腹膜透析
维持生命的情况下他仍努
力进行科研， 近两年取得
六项发明专利及软件著作
权 （可 参 阅 本 报 6 月 9 日
A08版、6月11日A06版相
关报道）。邹勇松的感人事
迹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
响。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
厅下发《通知》号召广大师
生学习他的先进事迹。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邹勇松同学将对党的热爱
转化为奋发向上的实际行
动，以坚定的信仰，经受住
了各 种苦 难的 考 验 …… ”
《通知》指出，学习邹勇松
同学， 就是要 像他 那 样，
时刻不忘党员身份 ，以 实
际行动坚守共产党人的
初心；要像他那样，积极
乐观，常怀仁爱和 感恩 之
心，将 人生 价值 的 实现建
立在为他人、 为社会的奉
献之上。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李红 庞明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