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们带着“垃圾”听课，掌握科学分类

学子档案

今日8点到18点
填报高职专科批
第一次征集志愿

本报8月18日讯 今晚，湖
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今年高
职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
国家任务计划， 缺额较多。19
日8:00-18:00，考生可填报征
集志愿。 第一次征集志愿完成
录退确认后仍不满额的院校，
省教育考试院将于8月22日前
公布其第二次征集志愿计划。

从公布的征集志愿来看，
备受该批次考生关注的长沙民
政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 长沙航空职业技
术学院、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等我省
高职院校均有不少计划， 部分
民办职业院校的缺额很大。

湖南科技职院招生处处长
黄士军表示， 根据往年征集志
愿投档的情况， 大部分院校的
投档分数线比第一次录取都会
有所下降， 这给广大参与征集
的考生选择自己心仪的学校多
了更多选择的机会。

黄士军提醒考生， 因为大
部分院校的热门优势专业在第
一次录取时基本上已经完成招
生任务， 建议考生在填报专业
志愿时选择“专业服从”。按照
政策规定，在湘院校（不包括省
外院校）若线上生源不足，普通
文理科 170分及其以上的考
生，只要志愿填报得当，均有机
会在第一次征集志愿的时候就
能被相关高校录取。

具体征集志愿计划查看网
址 https://www.hneeb.
cn/hnxxg/cus-

tom/2070/190818.htm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黄禧燕

龙华上品·三湘都市报助学采访团与黄明情合影。 何佳洁 顾荣 摄

姓名：黄明情
高考成绩：理科514分
录取院校：湖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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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回来我已经把家
里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但是
因为太久没人住， 还是能看
到灰尘。”黄明情小学一年级
的时候，父母就外出打工了，
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 他小
时候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现
在， 学费加上家中的日常开
销， 家中的经济情况已经入
不敷出。

黄明情平时住校， 周末
也不回家， 因为回到家也只
有一个人， 他更喜欢在学校
和大家一起玩。 在高三学习

紧张的时期， 回来的次数更
是屈指可数。

因家庭环境使然， 黄明
情早早的学会了独立， 会做
饭、做家务，能够处理自己生
活中的大小事务。 记者与他
提到父母时， 他显得有些陌
生，从小很少有父母的陪伴。
“今年暑假一个人待在家里
挺无聊的， 有时候会去找朋
友玩。 但我的内心还是希望
他们能陪在我身边。”直到现
在， 黄明情已经有一年没见
过父母了。

本报8月18日讯 今日， 第二
届全国大学生可再生能源科技竞赛
总决赛在长沙理工大学进行， 全国
58所高校108件“脑洞大开”的可再
生能源作品在现场展出。 比赛为促
进创新型人才培养和能源技术创
新搭建平台。

再生能源为媒，推动绿色生活

比赛现场展出的作品均紧扣
“绿色能源、创新引领”主题。比如，
在天津大学张琦、 徐程程等同学看
来， 除了上网，WiFi信号还有着很
多余能，但现在被闲置了。为此，他
们提出了一种“无限续航”的WiFi
余能利用方案———将WiFi信号发
出的余能集中起来， 并合理高效利
用，可以实现电动汽车在城市里“无
限”续航。

青海师范大学多维者团队就
设计了一款智能垃圾桶。 这个垃
圾桶由智能识别系统、 太阳能光
伏发电系统、 语音播报等组成。团
队成员介绍，只要市民在使用时将
垃圾对准扫描频“扫一扫”，系统会
在信息库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垃圾
种类并呈现在显示屏上， 同时会
有语音播报提示， 随即相应的垃

圾桶盖会自动打开。
长沙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设计的一种“超低风速启动
高能效仿生风电叶片”也受到评委
关注。据测算，这款叶片可以在风
速即使只有2米/秒的时候也能转
动，从而收集风能。目前，该设计正
在申请专利。

培养可再生能源产业创新人才

长沙理工大学副校长蒋昌波表
示， 在能源产业和能源科技快速发
展的今天，加强新能源人才培养，促
进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是
摆在每一位新能源科技和教育者面
前的重要课题和光荣使命。

“可再生能源相关产业的发展，
离不开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 全国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联盟副理事长
陈汉平教授介绍， 在新能源产业需求
推动下， 新能源专业呈现持续增长态
势。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秘书长祁和
生认为， 全国大学生可再生能源科技
竞赛旨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领域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的深度融
合， 有利于强化大学生科技创新意
识，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高媛

本报8月18日讯 “鸡鸭鱼骨头
是湿垃圾， 为什么牛骨头是干垃
圾？”“因为牛骨头质地坚硬不易腐
烂。”今天，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
道天剑社区四楼活动室， 一问一答
之间，诸多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深
深印在小朋友们的脑海。这是“我是
环保小卫士，垃圾分类我先行”天剑
社区青少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吸引
社区中小学生及家长近百人参加。

本次活动的主讲老师， 是由西
南大学的彭思维、蒋欢、龙晴雨、梁

彦琪等大学生志愿者组成。 他们设
计了垃圾分类宣传视频、主题讲座、
知识抢答赛、分类小游戏、实战投放
演练、分类手抄报等环节。课堂上，8
岁的刘贤林和妈妈彭娜一边认真听
课，一边做着笔记。通过学习，他明
白了扎人的碎玻璃原来是可回收垃
圾。10岁的唐梓涵说：“我平时很关
注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不仅可以节
约资源， 还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环
保。” ■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张彬 实习生 严语

“只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就会有出路”
他目前最大愿望是挣钱后把家中的房子装修完，让父母回家养老住得更舒服

今年高考，黄明情以理科514分的成绩考入了湖
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等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后，
想把父母还未装修完的房子一点一点修缮完成，未
来他们回家养老也能住得更舒服。”这是准大学生黄
明情现在最大的愿望。

近日，龙华上品·三湘都市报助学采访团来到江
华瑶族自治县大圩镇紫岩村黄明情的家中， 他家里
都是水泥地，到处都落满了灰尘。他的父母一直在广
州打工，一年基本只回一次，一个人的生活对黄明情
来说，已经是他生活中的常态。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实习生 黄禧燕

家中的不易， 黄明情始
终记在心里。他高考完后，就
在县城里的鞋厂打了一个月
的暑假工， 他负责削鞋子的
皮，削一张皮8分钱，一天工
作近10小时，能削近2000只
鞋子， 一个月下来共挣了两
千多元。

黄明情曾去过父母工作
的地方， 他说：“那是在一个
很偏僻的地方， 那里的房子

都是租给别人的， 房子特别
小，很挤。我不想父母一生都
过那样的生活， 我希望自己
能尽快帮父母分担压力，让
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

记者问其未来的计划，
他说，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
他准备大学毕业就找个好工
作，每个月都要给家里寄钱，
然后把家里的房子装修完，
让父母安享晚年。

未来要把家里的房子修缮好

得知被大学录取后，黄
明情第一时间就在电话里告
诉了父母， 母亲很激动地连
说了三遍：“啊！ 终于考上大
学了！”父亲在旁边则兴奋地
要帮他办个酒席， 因为他是
家族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
生，父母很欣慰。黄明情说：
“其实我早就向他们承诺过，
我肯定能考上大学。”虽然黄
明情对高考成绩并不满意，
在平时考试能超一本线三四
十分的他， 这次只高了十几
分。不过，这让他更有决心在

大学里好好努力学习。
黄明情性格内向， 戴着

一副眼镜，很有一股书生气。
记者了解到，在学习上，他就
会大胆地对难题发起“攻
击”，从不气馁。

黄明情还告诉记者，曾
有一次考试成绩特别不理
想，被老师叫去谈话。当时对
他打击特别大， 但想到家中
的困难， 他开始重振精神继
续努力， 黄明情说：“我知道
只要我努力学习、考上大学，
就会有出路。”

已经一年未见过父母

只要考上大学就会有出路

WiFi余能可为电动车充电
大学生可再生能源作品“脑洞大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