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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兽”暑期归来，给你一份生活指南
挤时间多陪伴、报补习班、参加社区课堂，多种方式让暑假变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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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娃上班
挤出时间多陪陪孩子

“以前到了寒暑假，都会带
孩子到各地去旅游。 今年不能
出远门，我特地请了年假，想带
着孩子回老家去感受下田园
风，带他拍照采风。”在长沙工
作的王先生，对于8岁儿子的暑
假有着自己的规划。他认为，孩
子才上小学二年级， 得多陪孩
子玩。

请年假前， 王先生带着儿
子参观工作场所， 带着儿子一
起外出办事， 闲时还会到篮球
场来场父子间的较量。 与儿子
一同买菜、做饭，陪他做作业，
“体验生活， 总会对成长有帮
助。”

王先生说， 今年学校对孩
子的实践活动没有强制性要
求， 他更愿意陪儿子度过一个
轻松的暑假，“我希望他有一个
快乐的童年。”

趁假期报补习班
补齐孩子的偏科

随着暑假的到来， 长沙县
天华中学初二学生歆昕并没有
停止忙碌。“从下周起，每周一、
三、 五的上午10点到12点，补
习英语。”歆昕早早地将自己提
前调整到了中考生的状态，“周
一、三下午还要学绘画，并不打
算走艺考路线， 但从小养成的
绘画习惯不能丢掉。”

学习压力增大， 妈妈柳女
士所在的家长群也被各种补课
信息刷屏， 甚至有家长约着组
团补习，“放假前， 我就为女儿
定好了培训机构， 好把偏科的
地方及时补上。”

“受疫情影响， 相比同期，
今年家长报培训班的科目数有
所减少，”长沙市开福区达标教
育培训学校校长潘俊华介绍，
对于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家长，
报艺术类的会偏多一些， 而高
年级报文化课类的居多。“虽然
网课越来越火， 但大部分家长
更青睐面授课，因为有互动，情
感的黏性也更强。”

社区组织公开课
培养孩子实践能力

“第一次带小孩参加社区
活动，是去慰问环卫工人，通过
近距离的接触， 孩子的感触很
深刻， 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张先生是长沙理工大学的一名
教师，也是两个小孩的父亲，小
的在上幼儿园， 大的读小学一
年级。

“社区经常举办各种科普
活动， 我如愿争到了名额。”张
先生告诉记者， 所住小区属天
心区金盆岭街道赤岭路社区管
辖， 社区群时常推出针对中小
学生的各种公开活动， 例如看
牙医、做木匠、垃圾分类、食品
安全等， 让孩子们在动手参与
的过程中拓展知识面。

每到假期， 很多社区都会
推出各式的公开课。 天心区赤
岭路社区党委书记詹莉云介
绍， 为了让孩子在家门口享受
快乐的假期， 社区会针对不同
的群体开展不同的活动。“一般
来说， 社区每天都会办两到三
场活动。 很多家长通过青年之
家平台预约报名， 名额很抢
手。”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雷其荣 刘蓓 张意

本报7月24日讯 鼓励工科和理
科专业学生跨专业学习、临床医学专
业50%学生免学杂费和住宿费……
三湘都市报记者今天从南华大学获
悉，该校正在推进“医+2”和“医+理”
的“2+4”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南华大学副校长何旭娟介绍，学
生可以将2年理科、 工科专业学习与
4年医学专业学习相结合。“学校鼓励
医学生辅修双学位，并鼓励工科和理
科专业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学生攻读
医学专业。”何旭娟表示，这项改革意
味着，选择学习工科和理科专业的学
生，如果创新潜质较好、具有强烈的
从医愿望，可以通过选拔从而攻读医
学专业，为更多学生提供了进入医学
专业的机会。

何旭娟还介绍， 学校决定设立
“临床医学专业创新人才培育专项奖
学金”， 实现临床医学专业50%学生
免学杂费和住宿费。

记者了解到，2020年报考南华大
学临床医学专业的考生，学校将分省
（市、区）按高考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
名，排名前50%的考生就可以成为获
奖人选。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考生进
校后成绩一直处于临床医学专业年
级前50%（依据学业成绩的学分绩点
由高到低进行排名），那么，这笔奖学
金每年都将获得。

奖学金从2020级临床医学专业
学生开始发放，一直到2030级，一共
覆盖10届学生， 奖学金标准为每年
9000元/人，共计发放时间15年，累积
奖学金金额投入约1.75亿元。“该项奖
学金覆盖面之广、奖励金额之大全国少
见，在临床医学领域更是开创先河。”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本报7月24日讯 位于
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下称
“华中大”）， 一直备受湖南
考生关注 。今年，湖南考生
报考华中大是否会受到疫
情影响？学校哪些新增的热
门专业值得期待？多少考分
可以确保被学校录取 ？今
天，三湘都市报记者就这些
考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对华
中大湖南招生组组长戴则
健老师进行了专访。

“英雄的高校”
期待湖南考生

经过疫情大考， 湖南考
生非常关注武汉高 校 的 实
际 情 况 ， 对 此 ， 戴 则 健 表
示 ， 经历过疫情的考验，
武汉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城市 ” ， 特别是经历过全
民核酸检验 ，武汉是国内
最 安 全 的 城 市 。“在 疫 情
防控中，华中大投入 1 1所
三甲附属医院 、3.3万医护
人员 、1万余张病床 ， 可以
说华中大也是一所英雄的
高校。另外，学校拥有国家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
心 ， 这是首个北京上海以
外、第六个国家级的医学中
心，华中大也是国内最安全
的高校。”

当然， 华中大还有着众
多光环：首批985、211、双一
流A类建设高校，国内排名前
十位。

今年在湘
招生计划超530人

戴则健表示，华中大是外
省高校在湖南投放招生计划
最多的学校，仅次于本省的中
南大学、湖南大学，也是前十
高校在湖南投放招生计划最
多的学校。今年，学校不含录
取时追加的招生计划，公布的
在湘本科一批计划比去年增
加了7个，其中理科406人，文
科47人，加上强基计划、贫困
专项等其他计划，总招生数将
超过530个。

另外， 除了传统的临床医
学八年制以外， 今年首次增加
机械、电气、电子信息、计算机、
网络空间安全、人工智能、预防
医学、 药学8个本硕博连读专
业， 在湖南招生。“预计在湘投
放的本硕博连读计划数22人，
占湖南理科计划的5%。”

在接受招生咨询时，考生
最关注的就是高校录取的预估
分。根据往年录取的情况，戴则
健建议， 湖南考生理科排名在
3000名以前、文科在1200名以
前， 也就是理科考分在647分
以上、 文科考分在628分以上
的考生，可以大胆填报，被录
取的几率较大。“进校后可以
自由申请转专业，每年1500余
名大一新生成功转专业。”他
还表示，理科642分以前、文科
622分以前的考生， 也可以冲
一把试一试。

■记者 黄京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神兽们” 的居家学习
没少折腾父母。 总算等到孩子开学， 家长才松了口
气，没想到暑假来得这么快。

7月17日，长沙市教育局下发通知：今年暑假，原
则上不组织市外集体研学活动， 不前往国外或者国
内中高风险地区、不跨省域长途旅行，不建议学校成
建制组织实践活动。

如何安排好中小学学生的暑假生活？7月24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就此采访了长沙多位家长、老师，听
听他们的建议。

如何安排好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 对此，长雅中学校长
许庆丰提出了以下建议：

对小升初的学生而言， 初中的学科明显要繁重得多，这
阶段学生的性格也开始独立。因此，家长应着重培养他们的
自理能力。同时，鼓励孩子多阅读名人传记、名著，塑造良好的
人格。另外，还可适当地让孩子涉猎一些初中的学科内容，提前
为初中生活做好规划。对初升高的学生而言，可多与优秀的高
中生交流，多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实践和志愿者活动。

不在升学阶段的学生，家长应多跟孩子进行亲子互动。
另外，还可以利用假期对孩子进行查漏补缺，防止科目能力
不均衡。

暑假可多亲子互动，适当对学习查漏补缺

华中科技大学今年计划
在湘招生超530人
新增8个本硕博热门专业

南华大学开启
“医+X”培养模式
临床医学专业一半学生
免学杂费和住宿费

高招探营

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赤岭路社区，老师手把手的教小朋友如何操作锯床。 记者 杨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