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变

走班

5月27日，记者走进雅礼中学及雅礼洋湖中学采访新高考模式下的“走班制教学”。图为应走班而生的“作业
柜”。 记者 黄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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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7日讯 离高考只剩
下10天， 关于今年高考相关的“硬
核”信息也将逐步发布。今天，省教育
考试院公布《湖南省2019年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工作实施方
案》（下称《方案》），今年我省高考
将从6月26日起开始填报志愿。提醒
各位考生，要严格按照网上填报志愿
流程在规定的时间内上网填报志愿。

根据《方案》，省教育考试院将负
责设计和印制考生“动态口令卡”。各
报名点（中学）负责本报名点网上填
报志愿的组织管理，督促班主任做好
由考生本人签收“口令卡”的工作。考
生要遵守网上填报志愿的有关规定，
按时参加培训和网上填报志愿；填报
完成后要退出填报志愿系统，并再次
登录系统查询核实填报的志愿是否
正确；要准确地填写好自己的联系方
式； 要妥善设置和保管好个人密码，

密码不能过于简单， 以防止泄露；要
严格按照网上填报志愿流程在规定
的时间内上网填报志愿。

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分为考生子
系统和管理子系统。考生通过考生子
系统先确认本人户籍信息，再填报各
批次志愿和各批次的征集志愿， 考生
子系统登录网址为https://www.
hneao.cn/ks。填报志愿时，统一按照
“口令卡”上的密码或者通过系统绑定
的经本人验证的手机号码接收的短信
验证码确认本人志愿。 要指导考生妥
善保管和使用“口令卡”，并在安全的网
络环境下进行志愿填报， 禁止在网吧
等公共场所填报志愿。在志愿填报时间
截止前，各报名点（中学）应统计未填报
志愿考生的信息，提醒相关考生按时填
报，并做好上线考生未填报原因登记。
填报时间截止后， 考生不能再修改本
次填报的志愿信息。 ■记者 黄京

本报5月27日讯 为增进国际
学术交流， 促进我国临床医疗水平
的发展，由湖南省国际医学交流促
进会主办、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承办的“湘中医”国际医学
高峰论坛暨国家区域中医（妇科、
针灸科、眼科）诊疗中心建设单位
启动大会今天在长沙召开。来自国
内外的知名专家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探讨交流， 华中四省、“湘中医”
医疗联盟等600余名代表参加了此
次高峰论坛。

大会举行了国家区域中医（妇
科、针灸科、眼科）诊疗中心建设单
位启动仪式，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
副局长肖文明为湖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妇科、针灸科、眼科正式
授牌。据了解，建设区域中医（专科）
诊疗中心是从国家战略高度对中医
药发展进行的全面谋划和系统部署，
将进一步完善中医专科专病防治体
系，科学划分重点专科层次，充分发
挥重点专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为老
百姓提供更加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据介绍，此次“湘中医”国际医
学高峰论坛设主会场和妇科、 针灸
科、眼科、中西结合胃肠复杂肿瘤外
科、护理五个分会场，湖南中医药大
学教授秦裕辉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学
者带来了30余场讲座， 为广大与会
人员带来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陈双 胡翠娥

湖南新高考方案已经公布一个多月。 在全新的
“3+1+2”选考模式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
发展愿景，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科目组合。究竟该如何从
12种组合里选择呢？新高考实施，会给教学管理带来哪些
变化？5月27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进长沙市雅礼中学和
雅礼洋湖中学，见证两所学校应对新高考的“打开方式”。

“四份课表”打开新高考选科走班方式
学校通过信息化手段科学统筹 新的教学模式将改变偏科厌学等现象

新模式将改变
偏科厌学等现象

在雅礼中学走班
教学时， 记者发现，课
间10分钟，1100多名学
生走班竟然只花了不
到8分钟。每个人拿着
书本行色匆匆走到走
班教室，没有人迟到。
相对于以往的学习，
1802班的黄同学说，自
己 学 得 更 努 力 更 拼
了。“因为选的都是自
己喜欢的有优势的科
目。”沈雄波表示，新的
教学模式会更加激发
大家的学习积极性，选
择了感兴趣的科目，之
前偏科、 厌学的现象，
也会得到改变。

而随着学生选择
权的增加， 陈良根认
为，也会给老师教学带
来压力和动力。 在雅
礼洋湖中学， 有一名
学生非常喜欢某化学
老师的课， 也因此选
择了化学科目， 但后
来分班时， 这位老师
并没有如学生所愿分
到其所在的班级。“学
生带着自己的成绩单，
请求调整班级， 但考虑
到整个年级管理的不
便， 我们没有为她更换
班级， 而是安排老师利
用课余时间为其志愿辅
导。”陈良根说，这意味
着今后如果老师不能创
新突破， 不能获得学生
的认同， 将会影响到学
生对科目的选择，从而
影响自己的教学量。

在雅礼洋湖中学副校长陈
良根看来， 走班教学带来的最
大挑战是改变了传统的学生管
理模式。“以前学生在哪个班是
固定的， 班主任是最重要的管
理者，但是现在走班了，学生归
谁来管？”为此，该校推行的举
措是： 在行政班由班主任负责
管理； 在走班和自习阶段由年
级组为主管理；所有任课老师也
必须担负学生管理工作；聘请学
校名优教师担任德育老师参与
管理。与此同时，还大力提倡学
生自主管理，让学生干部对走班

课堂教学秩序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任课老师而言， 走班

学生来自不同的行政班， 作业
怎么收？ 改了之后怎么发？于
是，作业柜悄然出现了。为了鼓
励学生参与管理， 每个班有半
数以上学生担任各科课代表，
在行政班上把作业收好， 并放
到各个走班指定的作业柜里，
再由各任课老师收取批改后，
发放到走班教学班上。 陈良根
表示， 精细化管理是新高考时
代学校的必经之路， 会让走班
走得更顺畅。

选科之后， 学校教学秩序
因应而变，“走班制教学” 成为
常态。 雅礼中学和雅礼洋湖中
学分别于5月4日、5月21日开始
实施高一年级“走班制”上课，
走班人数分别接近1100人和
400人。

在两所学校， 记者看到了
四份课表———“一生一课表”、
“一师一课表”、“一班一课表”、
“一室一课表”：每位学生拿到
的是按照自己选科意愿制定的
专属课表； 每位老师也拿到了
根据学生选科重新排课的专属
课表； 基于首选科目编好的行
政班有班级专属课表； 每个走
班教学的教室有教室专属课
表。这样的课表，是学校通过信

息化手段，科学统筹生成的。
雅礼中学的陈同学向记

者展示了自己的专属课表。语
文、数学、英语和首选物理课、
学考历史课，他都在自己的行
政班也就是1805班上课；选科
生物和化学以及学考地理课
他需要到1807班上课；另外美
术、信息技术、音乐、体育等，
他还是和行政班同学一起上
课。他的课表还清楚显示了上
课地点、 授课老师以及时间
段。“走班3个星期了， 我没有
出现找错教室的情况，班里同
学也基本没有。”陈同学说，唯
一觉得有变化的是，在走班时
段课间时间会比较紧，必须要
加快步伐。

我省新高考方案出台后，
对众多高一学生而言， 首先需
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选科？
“在选科上，我们给了学生几项
原则———从兴趣爱好出发，选
择优势学科组合， 同时也要参
考大学专业对学科的要求。”雅
礼中学督导室主任、 高一年级
主任沈雄波介绍，从2018年秋
季开始， 雅礼中学开设了生涯
规划课程， 组织学生广泛开展
社会实践， 让大家的兴趣与爱
好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 为了让学生能
够更加直观了解自己的“优势
学科组合”，雅礼中学和雅礼洋
湖中学均通过学生个人学业质
量分析系统， 引导学生找到自

身学习潜能所在。 沈雄波为记
者进行了演示，通过分析系统，
高一年级小黄同学最近六次考
试各科成绩分数、 年级排名以
及12种组合下的各次考试和平
均成绩的年级排名， 都一一呈
现出来。最终，小黄结合将来的
专业选择， 决定把物理作为首
选科目，敲定了物理、化学和政
治这个组合。

直观的数据， 让学生选科
更加从容而有底气。 从去年10
月开始， 雅礼中学对高一年级
的选科进行了5次数据采集。
沈雄波说：“学校现在的走班
教学，覆盖12种组合，每个学
生的选择都得到了充分尊重
和保障。”

借助分析系统，优势组合一目了然

四份课表，彰显“以人为本”的新高考

精细化管理，使走班更顺畅

■记者 黄京

@湖南高考生
6月26日开始填志愿
禁止在网吧等公共场所填报

国家区域中医诊疗中心在长沙启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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