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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8日讯 长沙中小学校
即将开启“暑假模式”。今日，长沙市
教育局下发相关通知，根据2018学
年度校历安排， 全市各中小学校于
2019年 7月 14日起统一放暑假。
2019学年第一学期定于2019年9月
1日报到，9月2日正式上课，各幼儿
园参照执行。

通知要求，暑假期间严禁学校违

规补课，不得随意增减假期。学校不得
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点组织学生成
建制上课、补课；严禁各种违规补课。

暑假期间， 要积极开展社会实
践活动。

同时， 要组织开展垃圾分类实
践活动。学生暑假期间至少参与1次
垃圾分类实践。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英 刘静 黄禧燕 杨嘉仪

本报7月8日讯 今天，我省高
招录取工作正式开始。根据《湖南
省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
方案》（下称《方案》），今年我省录
取工作总体目标为：保平安、保质
量、保公平，要按照公平竞争、公正
选拔、公开透明，德智体美劳全面
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
进行录取。

《方案》提出，我省的招生录取
工作分六批进行， 各批次录取的院
校和时间安排如下：

本科提前批：
军事院校（含武警）；公安院校

(含警官、刑警院校)及政法院校的侦
查学、治安学、刑事科学技术、边防
管理等专业；航海类专业；省内公费
定向师范生专业； 省内基层农技特
岗人员招生专业；其他院校，包括外
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北京电子科
技学院、上海海关学院、中国消防救
援学院、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
师范生招生、免费医学专业、香港中
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独立设置
本科艺术院校和参照此类院校招生
办法执行的院校的艺术类本科专
业， 以及所有在湘招生一本院校的
艺术类本科专业。 录取时间为7月9
日至14日，其中艺术类专业预计在7
月21日左右结束。

本科一批：
重点本科院校和参加该批录取

的一般本科院校。其中，国家专项计
划和本科一批的自主招生、高水平艺
术团、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高校专
项计划、单科成绩优秀考生招生录取
时间为7月15日至21日，其他本科一批
计划录取时间为7月23日至28日。

本科二批：
参加该批录取的一般本科院校

（含民办本科院校）和职高对口招生本
科专业（省内公费定向师范招生专业
除外）。录取时间为7月29日至8月6日。

本科三批：
本科独立学院（含独立学院的

艺术、体育专业）。录取时间为8月8日
至12日。

专科提前批：
公安院校（含警官、刑警院校）

的公安专科专业； 需要面试的航空
乘务类专业；航海专科专业；经教育
部批准的部分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
院校的专科艺术专业； 定向培养士
官专业；其他类专业等。录取时间为
8月14日至15日。

高职专科批：
其他有专科招生计划的招生院

校（含职高对口专科专业）。录取时
间为8月16日至23日。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静 杨嘉仪

陈英 黄禧燕

由三湘都市报、 湖南省教
育基金会、 龙华上品教育扶贫
基金会共同举办的“2019龙华
上品·三湘阳光助学”已于7月5
日正式启动。短短3天，本报已
接到70多个咨询电话和报名信
息。今年，我们将在全省寻找至
少300名需要帮助的阳光学子，
每人将获得5000元助学金。

受助条件：品学兼优、家庭
贫困的今年高考本科录取新生
（不含免学费专业）， 原则上不
与其他公益活动重复资助同一
名学子（孤儿、建档立卡贫困户
子女、城乡低保子女、主要成员
患重大疾病或遭遇天灾人祸家
庭贫困子女、 残疾人家庭子女
优先）。

提供资料：本人申请（详细
介绍家庭贫困情况、 逆境中艰
苦求学的经历）；身份证复印件
1份；贫困证明1份，由户籍(或
暂住地)所在村委会(社区居委
会)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 开具近一年的家庭贫困情
况证明； 高考成绩单和高考录
取通知书复印件1份（收到录取
通知后立刻补寄）；寸照1张；电
话号码（能24小时直接联系到
本人）。

材料邮寄地址： 长沙市芙
蓉中路新湖南大厦三湘都市报
阳光助学活动办公室； 邮编：
410008， 报名及捐款咨询电
话 ：0731-84326110（9:30-12:
00，14:30-17:00）。

特别提示： 请参与此次活
动的学子实名加入“2019三湘
阳 光 助 学 ”QQ 群 （群 号 ：
801163658）

寻找300名阳光学子
每人5000元助学金

高招录取分六批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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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助人的“理科大神”考了671分
这个从普通农家走出的“学霸”，高考结束后才有了第一部手机

杂乱的前坪、20年没有翻修的瓦房， 娄底市双峰
县甘棠镇接草村的朱伟平从记事起家里基本上就没什
么改变，一台电视机、一张饭桌、几把椅子成了家里的
标配。不过，最近慕名到朱伟平家学习的人很多。今年
高考，他考出了671分的好成绩，并将目标锁定在北京
大学。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如何培养出一名“学霸”，大
家都想来取经。“家里条件不宽裕， 只有努力学习考上
好大学，才能回报父母、改变命运。”这个17岁的男孩，
身上透着一份不枉青春的自律与努力。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英 刘静 黄禧燕 杨嘉仪

高考结束才有了第一部手机

热心助人的“理科大神”

【学子档案】

姓名：朱伟平
高考成绩：671分（理）
报考学校：北京大学

在大家眼里，朱伟平的
爸爸朱晚夫是村里人羡慕
的对象。特别是最近这段时
间，朱伟平成为村里的“明
星”， 大家都觉得这个“学
霸”是村里的骄傲。

在大家眼里，朱伟平不
但学习好， 而且很懂事，对
人也很热情。“他的生活和
学习从来不会让我们操
心。”朱晚夫说，儿子很小的
时候，就自己用铁皮盒子做
了个存钱罐，收到的压岁钱
和红包都会存起来。学校要
交一些费用时，他就从存钱
罐里拿钱去交，“从来不问
我们要钱， 怕给我们添负
担，连高中的伙食费也是自
己省出来的。”

读初中起， 朱伟平就开
始住宿。 尽管每周才放一次

假，但他会周五就把作业做
完，周六周日就和父母一起
到地里干农活。插秧、浇菜、
除草、翻田，这些农活他样
样都能干。有时候父母出去
干活回家晚，朱伟平就会提
前把饭做好、 烧好洗澡水。
面对众人赞不绝口，朱伟平
却认为不值一提：“为爸妈
多做点事，让他们轻松一点
是理所应当的。不能因为学
习就什么都不管不顾。”

朱晚夫曾多次提出要
给儿子买智能手机，但都被
朱伟平拒绝了。“没必要给
家里添负担，不懂的知识可
以问老师，急事需要联系可
以借同学的手机用。” 直到
高考结束后，为了填志愿方
便查看报考信息，朱伟平才
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

在母校双峰县一中，朱
伟平是同学们膜拜的“理科
大神”。 他高三被选为化学
课代表， 于是便自告奋勇
扮演起“化学助教” 的角
色，主持课堂、为同学讲解
错题、布置课后作业等，都
成为他每天必做的工作。
在忙碌的学习中， 他还专
门会给一些同学“开小
灶”，答疑解惑。“有一次我
一道题不会， 他反复讲了
几遍还是没搞懂， 我自己
都想放弃了， 但他放学了
又主动拉着我来讲， 直到
我终于弄懂。”朱伟平的同
学杨志略说， 虽然这是件
小事，但自己会记一辈子。

久而久之，开朗阳光又
热心肠的朱伟平名声在外，
很多同学慕名前来请教，而
他也乐此不疲。 关于学习，
他有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

比起题海战术，他更加注重
质量和效率。每次做错的题
目， 他都会重新做一遍，然
后自己给自己出类似的题
目，进行举一反三，经过反
复几轮的练习，直到真正掌
握此类题目。朱伟平说：“在
这个过程中，我能感受到自
己在慢慢进步。”

除了给大家讲题，朱伟
平还承担“监督”大家学习
的工作。 高中学习时间紧
张，他的好朋友王思倚喜欢
看小说，有时甚至会躲在宿
舍被窝悄悄看。朱伟平一撞
见， 会瞬间变成扮演“慈
母”，对其语重心长劝说。王
思倚回忆，有一次自己看得
正入迷， 朱伟平见劝说无
效，就直接抢走了书，还一
把拉着自己去复习。“他就
像一个前行的榜样，引领着
我去认真学习。”

娄底双峰县接草村的
朱伟平（左一）和妈妈在北京
大学参加自主招生时的合
影。 在今年高考中他考出
671分的好成绩， 被全村村
民视为骄傲。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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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要组织学生参与垃圾分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