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创业团队大赛落幕

本报讯（通讯员 郭尚武） 7 月 2 日，“金

蝶杯”湖南省大学生创业团队大赛在湖南农

大落下帷幕，在来自全省 55 所高校的 88 个

大学生创业团队共 400 余人中，7 个创业团

队获得本科院校组和高职高专组一等奖。

湖南农业大学科龙创业团队、南华大学“金

鹰”战队、湖南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MAGIC�

DIY”创业团队分别进行了现场展示。

此次大赛由湖南省教育厅主办，省教育厅

毕业生就业办公室、湖南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

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承办，金蝶软件有限公

司湖南总公司、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大学生

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就业促进会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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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

土地出让净收益 10%作教育资金

本报讯（记者 颜优华）中国政府网日前

刊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

意见》，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

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 确保 2012 年国家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

到 4%的目标按期实现。

意见明确，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各地区

要从当年以招标、拍卖、挂牌或者协议方式出

让国家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中，按

照扣除征地和拆迁补偿、土地开发等支出后余

额 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 具体办法由财

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国务院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努力增加教育

经费预算，保证财政教育支出增长幅度明显高

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压缩一般性支

出，优先保障教育支出，切实做到 2011 年、2012

年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都有

明显提高；在编制基建投资计划、实施基建投

资项目时，确保用于教育的预算内基建投资明

显增加。

为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多方筹集财政性教

育经费，国务院决定，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

教育费附加制度， 全面开征地方教育附加，从

土地出让收益中按比例计提教育资金，并要求

各地加强收入征管，依法足额征收，不得随意

减免。 上述收入要全部用于支持地方教育事业

发展，并不得因此而减少其他应由公共财政预

算安排的教育经费。

据统计，2001—2010 年，公共财政教育投

入从约 2700 亿元增加到约 14200 亿元， 年均

增长 20.2%；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

14.3%提高到 15.8%， 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一大

支出。

姚子珩文学心血之作

结集出版

本报讯 （记者 李国斌） 一套三册的

《姚子珩文集》日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姚子珩是湖南桑植人， 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湖

南日报报业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编辑、高级

编辑。 从 1978 年开始，姚子珩先后发表新

闻和报告文学、 诗歌、 小说、 散文作品共

300 多万字， 获国家级、 省级好作品奖 51

次。 多年来，有数百篇作品收入《世纪末的

田园》、《半个世纪的足音》等 6 本选集。 并

编撰、出版了散文集《天子山奇观》，参与主

编《人生百味》、《百科新知》、《养生秘诀》和

《七彩晚霞》等著作。

《姚子珩文集》分为微型小说卷《乡村

趣态》、诗词歌赋卷《梦绕故楼》、游记散文

卷《足涯无疆》。文集中收录了作者 30多年

来，根据所见所闻所感的趣闻轶事、风物人

情，创作及发表的部分文学作品。《乡村趣

态》中的 80 篇微型小说，大多具有曲折离

奇的故事特性，浓郁扑鼻的生活趣味，朴实

素雅的审美情愫。《梦绕故楼》收录了多年

来在 10 多家报刊发表过或未发表的诗词

歌赋 200 多首。《足涯无疆》则记录了作者

在国内外见闻的富有地域特色的自然风

貌、民俗风情、古迹景观、趣人轶事。

文集出版时， 湖南省委原书记熊清泉、

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夫生、省政协原主席

王克英分别为 3本书题写了书名。省政协副

主席、省文联主席谭仲池在为其诗词歌赋卷

《梦绕故楼》 作的序中说， 姚子珩用诗的倾

吐，把对故乡、对人世、对自然、对生活乃至

对雨滴、花枝绿叶、泥土的依恋、挚爱、沉思、

遐想，都注入浓浓的乡情血脉中，用字和韵

的音符编织生命情结的动人恋歌。省文联巡

视员、著名作家彭见明评价他的微型小说具

有坚实的两翼： 既抓牢了文学的浪漫之索，

又专注于用心吸收中国小说艺术中最纯粹

的部分。

●云南今年首次实施“云海工程”试

点， 高考成绩不再只是一张简单的分数

单，而是详细的高考成绩分析评价报告。

18 万余名考生参加了网上指导测验，许

多原本为专业而纠结的考生心里有了

底。 家长可据此指导孩子根据自己的兴

趣爱好及专业的前景作出选择。

●从 7 月 1 日起， 湖北省高校毕业

生就业见习补贴标准， 由原来每人每月

100 元提高至 500 元。 这一补贴将发放

给接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的用人单

位。

●贵州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已基本

实现校方责任险覆盖，80％的学校已与

承保单位签订了协议， 力争在今年底实

现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全面落实校方责任

保险。

●山东省近日批准实施“十二五”重

点学科建设工程， 将建设 359 个省级重

点学科， 其中 108 个学科为省级特色重

点学科。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分期分批对省重点学科、 省特色重点学

科进行适度调整。

●2012 年， 河北省实行新高考方

案， 与现行高考方案相比有 ３ 大变化。

一是外语科目考试恢复听力测试。 二是

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和部分高职高专

院、部分专业试行单独考试招生。三是将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

评价结果作为必备信息采集到高考考生

电子档案， 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参

考。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7 月 １

日发出通报， 公开批评个别高中违规进

行高考成绩宣传发布的错误行为， 并要

求这些学校限期整改。

（上接 A1版）

万德强在办公室的黑板上，写着这样的警

示语：“让学生生活中永远有欣赏， 永远有希

望，永远有情趣”。

为此，学校加大养成教育的力度。 每学期

要求学生达到“六个一”：学会做一道中国菜，

学会一门健身技能，培养一项艺术爱好，策划

主持一次主题班会，读一本励志好书，改掉一

个坏习惯，并制订相应的验收标准。 科技赛、运

动会、迎新晚会、红歌比赛、篮球赛，无不是他

关注的焦点。 2010 年，玉潭中学初中部获得宁

乡县素质教育综合评比第一名。

走在校园里，万德强经常被学生拉住，“万

校长，我们周末去郊游好不好？ ”“校长，我们不

要穿校服好不好？ ”“校长，我们班得了篮球赛

第一名有奖励吗？ ”他总是乐呵呵地答应他们：

“好好好，你们好好学习，你们的意见我会和老

师讨论的。 ”学校还专门设立了“校长信箱”，万

德强说，“希望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和学生交

流。 ”对于学生的要求，他都尽量满足，不能做

到的，一定做好解释工作。“玉潭是我的第二个

家”调查问卷上，很多学生写下对学校的爱。

大多数时候，师生们看到的万德强，都是

满脸微笑和蔼可亲的样子。 他很少批评老师，

很少批评学生，却极有威信。 讷言敏行是他给

老师们最深的印象。 对于工作，他总是自己做

到最好，再去要求老师和学生。 从教多年，他每

年任教的班级都是让人头疼的问题班级，毕业

时却能变成优秀班级。

2009 年，万德强分管教学，同时兼任初三

物理教学。 临近中考，每天晚上 10点多查完寝

后， 他都会回到办公室和老师们一起批改试

卷。“那段时间，校长几乎每晚都和我们一起阅

卷到深夜，阅完卷后，他会买来夜宵，与大家一

起吃着，聊聊天。虽然很累，但感觉很快乐。 ”教

师欧智辉对当年的一幕幕仍记忆犹新。 这一

年，初三年级中考成绩优异，几位年轻的老师

也迅速成长为教学骨干。

值班安排表上， 万德强一周要值 5 天班，

他的工作日历上，记着每天的工作安排：6 点到

校，出早操，上课，和学生一起去食堂吃午饭，

检查学生午睡，下午去听老师上课，晚上查寝。

妻子在长沙市区教书，女儿跟着妈妈读书。 万

德强经常加班，一家人两地分居，只有节假日

才能聚一聚，就连这难得的相聚，万德强都不

能去接她们，只能让母女俩坐车回家。 每次女

儿在电话里问：“爸爸，明天周末，你能来长沙

接我和妈妈吗？ ”万德强只能一边道歉一边安

慰女儿：“爸爸下次一定来。 ”这样的话他已记

不清说过多少次了。

在万德强办公室里， 记者看到了这样一本

书———《高效课堂九大教学范式》。 他很喜欢里面

的一句话：对待教育，需要倾注所有，就像夏天的

蝉，爬到树上，脱去外壳，饮露而鸣，唱醒朝阳。

专业

播音与主持艺术

广播电视编导

学前教育

服装设计与工艺教育

（服饰艺术表演方向）

舞蹈学

科类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分数线

文化 474 专业 260

文化 461 专业 255

文化 501 专业 242

文化 456 专业 235

文化 512 专业 190

文化 510 专业 190

文化 401 专业 247

文化 348 专业 227

文化 395 专业 234

2011 年本科提前批在湘院校音乐、美

术类专业(不含湖南大学、中南大学音乐类

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

2011 年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提前批分

专业划线的艺术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

信息集锦

今年本科提前批在湘院校

艺术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

7月 2日，通道侗族自治县一完小的学生在城区内了解植物物种和绿化现状。 连日来，

该校针对假期学生绿化环保意识放松的现象，在暑假期间组织学生志愿者开展“热爱侗乡、

崇尚绿色”活动，督促学生在假期不忘呵护一草一木。 刘强 摄

（据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

科类

音乐（文）

美术（文）

美术（理）

分数线

文化 449 专业 238

文化 446 专业 247

文化 420 专业 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