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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
2017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当前社
会关注度较高的艺术类、高水平艺术团、高
水平运动队、 保送生等 4 项特殊类型招生
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

根据《通知》，2017 年，各地各高校要
严格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 严格考试安
全保密管理，完善考生资格审核程序，逐步
提高对考生文化课成绩的录取要求。 对在
特殊类型考试招生中违规的考生、 高校及
有关工作人员从严查处，涉嫌违法犯罪的，
移交司法机关，依法严肃处理。

在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方面，2017 年

重点规范完善艺术类专业范围和专业考
试，包括省级统考和校考。

在高水平艺术团考试招生方面， 根据
《通知》， 高校主要招收艺术团首席表演者
或对幼功要求高的相关专业项目的艺术团
成员， 不得招收与艺术团无关的艺术特长
生。 不具备建团条件或未设立艺术团的试
点高校，不能安排相应艺术团招生。2018年
起， 已开设有艺术类专业的试点高校不再
单独招收相应专业项目的艺术特长生。

在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方面， 凡不
具备组队条件、未设立专项运动队、无法继
续承担建队任务的试点高校， 不得安排该
项目高水平运动队招生。

在保送生招生方面，2017 年， 省级优
秀学生、 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
训队成员、部分外国语中学推荐优秀学生、
公安英烈子女、 退役运动员等 5 类人员仍
具备高校保送资格。其中，公安英烈子女按
有关规定只能保送至公安类院校； 有关外
国语中学推荐保送生限额将逐步减少，严
禁高校以保送生招生形式将外国语中学推
荐保送的学生录取或调整到非外语(课程)
类专业。 此外，对 2017 年秋季及以后进入
高中阶段一年级的学生， 将取消省级优秀
学生保送资格条件，2020 年起所有高校停
止省级优秀学生保送生招生。

据《人民日报》

2020年起高校停止省级优秀学生保送

据了解，2017年，我国英语考试改革
将迈上新台阶。 此前，教育部副部长林蕙
青在第二届语言测试与评价国际研讨会
上已明确介绍：首个覆盖我国各教育阶段
英语测评、教学、学习的能力标准———中
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已完成主体研制，预
计 2017年底公布。同时，国家英语能力等
级考试计划在 2020年前逐步推出。

2014 年 9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深
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
提出要“加强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
推动考试内容形式改革， 构建衔接沟通
各级各类教育、 认可多种外语学习成果
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自此，外语能力
测评体系建设正式启动。 其建设的目
标就是“到 2020 年，基本建成标准统
一、 功能多元的现代化外语测评体
系。 ”而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和英语
能力等级考试，就是“外语能力测评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英语测试专家、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副校长刘建达介绍， 中国英语能力等
级量表是第一个覆盖各教育阶段英语教
学、学习和测评的能力标准。英语能力等
级考试是在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基础
上设计的英语考试体系。 英语能力等级
量表将有助于解决我国各项英语考试标
准各异、教学与测试目标分离、各阶段教
学目标不连贯等问题，实现英语教学“一
条龙”和多种学习成果的沟通互认。真正
做到英语教学和测评“车同轨，量同衡”。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在横向
维度上将有多个层面的描述参数，涵盖
语言能力的各个具体要素，在纵向上依
据实际划分多个语言水平等级，对义务
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都给予准
确定位和能力描述。

据《人民日报》

本报讯（记者 余娅）2017 年湖南省紧急救援
协会安全工作部将募集 10 万册安全知识读本，
招募 1000 人志愿者队伍，启动安全产品开发。 记
者 1 月 7 日从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第一届第四
次全体会员大会上了解到，2017 年， 湖南省紧急
救援协会将继续“深入开展中小学生和人民群众
的安全教育”。

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安全工作部副部长和
璐总结了安全教育工作部 2016 年的工作。 2016
年，安全教育工作部大力推进安全教育进课堂活
动，在长沙市明德华兴中学启动了长沙市安全教
育进课堂活动，安全教育相继走进长沙麓山国际
实验学校等学校，走进永州市的东安县、湘西自
治州的边城镇等地，全年共募集《安全知识教育
读本》6 万余册。

《安全知识教育读本》是一本写给全省中小
学生及其家庭的安全指南， 为了扩大读本覆盖
面，2016 年，安全教育工作部在《安全知识教育读
本》中小学生版的基础上编写了幼儿版。 读本的
老人版、大学版、家庭版也在规划之中。

与此同时，2016 年安全教育工作部与本报一
起开办《为安全用心行动》栏目，通过文字和电波
持续对安全教育及紧急救援知识进行宣传和推
广。 为了让安全知识走进企业，2016 年年底，安全
教育工作部在用心教育集团启动了紧急救助员培
训班企业专场班，培养持证的紧急救助专业人员，
给企业送去了安全保障。

新的时代， 安全教育也要与时俱进。 和璐介
绍，2017 年安全教育工作部将继续推进安全知识
进课堂活动，启动安全知识进幼儿园活动，2017 年
计划募集发送《安全知识教育读本》幼儿版、中小
学生版各 5 万本，惠及更多的学生及家庭；同时启
动安全产品的开发。

2017 年， 安全教育工作部将与共青团长沙市
委、 湖南各大高校合作， 建立紧急救援志愿者队
伍，计划招募 1000 名志愿者，让更多的专业人士
加入到紧急救援和安全教育的队伍之中。

1 月 7 日的大会对 2016 年度紧急救援协会
先进单位和个人、爱心企业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作为中小学生安全教育的重要参与者， 长沙用
心安全教育促进中心获得“爱心企业”表彰，用
心教育集团常务副总裁周海冬获得“先进个人”
表彰。

1 月 8 日，西安市 100 余名小学生来到西安明城墙永宁门，带着
自己制作的花灯，共同为新年祈福，也为同龄留守儿童送去一份爱心。
西安城墙景区将认购这些“爱心花灯”，并将认购金以优秀花灯小作者
的个人名义捐赠给留守儿童，用爱心点亮万家灯火。

据中新网

英语水平将有统一度量衡
2020年前推出考试计划

爱心点亮万家灯火

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
“安全教育”持续发力

“古稀老人尚能坚守在贫困山区义务支教，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伸出援助之手？ ” 周秀芳昔
日的学生张刚听闻她的事迹，立马捐资 30 万元
重建桐林小学，建成桐林弘盛希望小学，并为学
校配齐了教学设备； 宁波市江东区退休教师协
会送来了价值 2 万余元的书籍； 宁波市象山石
浦镇教师傅萃拿出 20 万元捐修希望学校……
千里之外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 温暖了山里的
学生娃。

继桐林弘盛希望小学后， 在周秀华的牵线
搭桥下，爱心的火苗越烧越旺，前进希望小学、
挞溪起点希望小学、凤型希望小学、来凤石浦岑
玉希望小学相继建成， 还有 2 所高标准的希望
小学正在筹建当中。至此，周秀芳团队共筹集资
金 200 多万元，让 1700 多个孩子走进了崭新的
校园。

一台电磁炉，一张木板床，一个行李箱，是
周秀芳在北斗溪镇支教的全部家当。物换星移，
2 年过去，周秀芳的随身物品没有增加，却成了
1000 多名小孩的“周奶奶”，成了山里学生的依
靠。记者问她为什么而来？“我爱教育事业，这是
我应该做的！ ” 周秀芳说。

外埠传真

（上接 01 版②）

据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的 2017 年
北京中考《考试说明》，2017 年北京市中
考将注重考查学生的阅读和实验探究
两大核心能力， 其中语文增加文言文、
科幻小说两类阅读样题，设计了以读书
实践、跨学科知识为背景的写实和想象
类作文样题。 综合考查考生积累、理解
和运用词语的能力，促使学生扩大阅读
视野。

物理和化学的实验探究分值均有增
加，化学删减了部分知识点和题型，以着
力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科学探究
素养。

据《北京日报》

不仅有宋伟、冯承龙、韩明明、胡小
堂、孔令波等教练专业素养过硬，陪伴
该校一波又一波的球员从入门成长为
足球健将，带领学生征战省、市级比赛，
多次获得优异成绩。如今新文学校已向
专业俱乐部、 体校输送了 100 余名球
员，谢鸿宇、谭阳等学生相继被选拔进
入国家青少年梯队，第一批十五六岁的
球员已出现身价数十万的专业选手。

足球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家长的支
持分不开，学校党总支书记、小学部校
长商南花鼓励自己的女儿参加学校女
足社团，坚持每天早起陪女儿进行体能
训练。 和商南花一样，家长们是孩子最
热情的粉丝和最坚定的支持者。 谭伟、
黄麒等家长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家长后
援团，他们陪孩子练球，为学校足球队
请助教，联系友谊赛，安排补课，确保孩
子们足球、学习两不误。

2017年江苏“省考”
首次定向招录残疾人

1 月 9 日，2017 年江苏省考试录用公
务员工作正式启动。 2017 年江苏省公务
员招录计划招录 7649 人，比 2016 年增加
261 人， 还首次开展定向招录残疾人工
作。 本次省考，江苏省着力探索适合不同
职位特点的考试测评方式，面试除采取结
构化面试形式外，还将采用无领导小组讨
论等测评方式， 增强考试测评的针对性、
实效性。

据《扬子晚报》

北京中考语文
新增科幻小说阅读

（上接 01 版①）

甘肃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
次会议 1 月 9 日在兰州开幕。 甘肃省省长
林铎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披露， 过去一年，
甘肃加快教育事业发展，在全国率先减免
学前教育保教费， 学前 3 年毛入园率、义
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
到 90%、94%、93%，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016 年高考录取率达到 79.39%， 创历史
新高。

据悉，过去，甘肃的贫困地区，幼儿园
少、幼儿入园率低。 据统计，2011 年，甘肃
省有幼儿园 2457 所，教职工 2.23 万人，在
园幼儿 43.21 万人， 学前 3 年毛入园率仅
为 42%。 目前，甘肃已建成独立幼儿园和
小学附设幼儿园 6436 所，较 2011 年增加
了 3979 所，在园幼儿 85.27 万人，增长了
97%。

据中新网

招募 1000人志愿者队伍
启动安全产品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