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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课堂里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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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7日讯 今日， 长沙市雨花区
首次向媒体公布今年小学学区划分表，部
分小学学区划分有调整， 新增两所小学，
分别是砂子塘小学万博汇校区、红星二小
（暂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以定点学
校为主， 以有富余学位的非定点学校为
辅，16所小学主要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入学，6月20日至22日为报名时间。相
关学区划分信息家长5月8日可登录“雨
花区教育信息网”查询。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叶俏华 吴翠翠

由本报联合长沙市教育局、省
教育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12第四届
湖南（长沙）教育博览会将于 6月26
日-27日在省展览馆举行。记者从活动
组委会获悉，此次以“关爱考生，服务
高校”为主题的教博会，已经吸引了近
百家学校和机构参与。 其中包括湖南
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本土名校，
以及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文化教育
处、 美国普斯特大学等驻华机构和海
外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湖南地
区唯一专业高招教育博览会， 活动将
为广大考生建立如何填报志愿和择校
咨询的现场交流平台。

另外，在刚刚落下帷幕的2012长沙
教育技术装备博览会中，全国上百家教
育技术和装备行业龙头企业在湖南展
示了他们的产品。其中，来自江苏地区
的中国原创流媒体供应商———“南京
纳加软件有限公司” 带来他们最新研
发的产品———VJES (纳加远程互动教
育录播系统)，成为国内首家可以将互
动授课、网络直播、课件点播同时实现
的企业。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吴翠翠 叶俏华

近百家学校机构
加入本报教博会

岳麓区推出“娃娃足球队”

近日， 长沙市岳麓区在德润园小
学启动创建“娃娃足球示范区”仪式，
在全市首推“娃娃足球队”。全国少年
足球布点校在长沙市有46个试点，其
中岳麓区就有7个。

■记者 贺卫玲 通讯员 李波

5月10日下午2点，“澳大利亚高等
教育中国地区巡展-长沙站” 将在皇
冠假日酒店7楼皇冠宴会1厅举办。这
是由澳大利亚领馆全程参与的官方顶
级教育展， 澳领馆商务处将现场权威
发布澳大利亚留学最新政策和趋势。

■记者 彭顺

澳洲教育巡展长沙起航

雨花区公布今年小学学区划分表，可登录“雨花区教育信息网”查询

雨花区16所小学招收外来工子女

“我常常看到一些乞丐没地方住，刮
风下雨的时候，他们都可以住进来。外面
的风车可以将风力转换成电力， 房子里
有灯。”出于对流浪者的关爱，长沙小学
生彭昊用环保材料，给他们建了一所“小
房子”。

5月4日下午， 三湘华声全媒体举办
的“废旧物校园复活大赛”第二场比赛在
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第一小学举行。易
拉罐、废纸盒、废瓶子、剩余卡片都被一
双双巧手“复活”了。

在同学们的一致推选下，彭昊站了
起来。他刚开始还有些腼腆，一说到作
品立刻变得认真风趣起来：“这是个小

房子，把一个牙膏盒左右两边各剪掉一
块， 最右边边上用一根牙签连着纸风
车，左边是足球场，右边是篮球场，里面
可以下棋。 中间连一个塑料瓶做通道，
瓶子尾部挖一个洞，放一个口香糖空瓶
子。”他将瓶盖一开一合，接着说：“这是
公共厕所。” ■记者 贺卫玲 王卉珍

实习生 叶俏华 吴翠翠

为街头流浪汉建所“小房子”
“废旧物校园复活大赛”第二站来到了望月湖一小

16所定点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

本报5月7日讯 作为高新区三所有名校背
景或者新建的公办小学，今日麓谷中心小学、虹桥小
学、明德麓谷学校同时公布了今年的招生计划，三校共
招小学新生13个班，共计600人左右。

麓谷中心小学副校长蔡青介绍， 该校是2008年长沙市教育局和高新
区联合创办的公办全日制小学，目前有31个班。与别的学校不同的是，
除了走读和寄宿两种形式，还有托管形式。寄宿费用是4700多元一
期，托管费用是1800多元一期。今年该校预计招4个班。

虹桥小学是由高新区托管、 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联合开办
的小学。校长章醇介绍，学校特别注重学生电脑网页制作、电
子报刊、机器人、动画制作等特长培养。今年，该校一年级招收
5个班，每个班45人。

明德麓谷学校是麓谷林语的配套学校，由明德中学管理，
是提供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站式”服务的公办学校。校长陈
迪夫介绍，今年幼儿园招300人，小学招4个班，初一招8个班。
小学不寄宿，初中寄宿。新概念幼儿园也将达到30个班。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叶俏华 吴翠翠

高新区三小学
招600名新生

互动

美国：16天哈佛大学体验、 东西海
岸探索游学营；英国：20天伦敦·爱丁堡
3周深度游学营； 澳洲：14天名校游学
营； 游学咨询热线：0731-84444991或
88824851��官网：changsha.gedu.org

■彭顺 陈宇 整理

游学线路精选

感谢母亲，让我游学美国
有时一个决

定能改变一生。
本期的环球雅思
游学俱乐部，来

自株洲的王梓桐同学自荐， 说一
定要放上他的游学笔记， 以此表
达他对母亲的感谢。 也提前祝所
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

当我跟妈妈提出想报名参加环球
雅思国际游学营时，妈妈以“反正以后
要出国留学的， 现在不用急着出去”为
由拒绝了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请
妈妈陪我参加了环球雅思国际游学交
流会，没想到她“豁然开朗”了，同意我
去美国游学了！后来我才知道，妈妈一
开始就是在考验我，想看我会付出多大
的努力去达成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

从“拒绝”到支持
在美国的高中， 我一共上了

三天的课，结识了几个热情、真诚
的美国同龄人。 他们不敢相信一
个中国学生会穿着和他们一样的
衣服，嘴里一样嚼泡泡糖，使用着
更好的电子产品。 而美国的学习
方式大多是自我发挥， 有大量时
间在课堂上展示自己的想法。

在美国我度过了非常开心的
两 周 ， 美 国 人 基 本 一 家 一 个
HOUSE(“别墅”)，我住的寄宿家庭
在美国算是低收入家庭，同样养了
一栋400m2的别墅， 平时只有一家
三口居住，很让人羡慕。而出行，则
必须完全依赖于汽车，洛杉矶私家
车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人口数量，公
共交通的建设基本为零。

让人艳羡的美国生活

环球雅思国际游学营的学员在斯坦福大学合影。

▲

长沙市望月湖一小，一名同学在
展示他发明的“废旧物复活”作品。

记者 龚磊 摄

查一查

●5月18日-25日， 各小学接收本地户
口适龄儿童入学报名。

●6月11日，16所定点学校和有富余学
位的非定点学校下达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招
生计划。

●6月20日-22日， 相关小学接收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报名。

●8月20日-24日，协调解决入学问题。

时间表 招生链接

东塘地区：赤岗冲小学 85498909 砂子塘第二小学 85541680
侯家塘地区：麻园湾小学 85164929
左家塘地区：红花坡小学 84713986
洞井地区：桃花小学 85633585
井湾子地区：井圭路小学 85579195 莲湖小学 85677879
圭塘地区：圭塘小学 85047100-8201 东方红小学 85684985
黎 地区：东山小学 85951356� 侯照小学 85958321
����������������花桥小学 84764957 合丰小学 85957465
高桥地区：树木岭学校 85317122 五一小学 84715725-822
韶山路沿线：韶山南路小学 85583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