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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6日讯 外表朴
实无华的“纸飞机”，航模选手
们却能让它们爬升到高空，做
翻滚、转弯、绕圈、直飞等多种
飞行动作……这便是航模运动
带来的神奇魅力。今日，湖南省
青少年航空模型科技辅导教师
培训班在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
院授课，记者从现场获悉，湖南
中小学校园已掀起“航模热”。
而根据长沙多所学校公布的特
长生招生项目， 航模玩得好也
有望被名校录取。

航模竞赛报名人数连年攀升

航模是一项科技含量较高
的运动，包含了空气动力学、机
械学和无线电学。 航模是科技
教育更是国防教育， 对提高青
少年动手能力和扩大知识面大
有好处， 同时也能增强青少年
的国防意识。 长沙航空职院相
关负责人介绍， 由湖南省学生
体育协会、 湖南海陆空模型运
动协会共同举办的“全省中小
学生航空航天模型阳光竞赛”
连续三年在该校举行， 无论是
参赛人数还是队伍规模， 都在
持续攀升中。“去年报名人数已
突破2000人，今年的比赛人数
估计还会增加。”

长沙市芙蓉区大同第二小
学龚竞老师是一名经验丰富的
校园航模运动队教练。他介绍，
湖南很多中小学都成立了航模
社团，开设了航模运动课，湖南

的航模教育正在迅速普及发
展。在龚竞看来，不少人把航模
当做玩具， 其实不然。“航模运
动能提升孩子的动手动脑能
力， 同时在做飞行规划时也会
出现很多问题， 不断的失败过
程会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的精
神。”龚竞还表示，就目前情况
而言， 航模运动似乎成了男孩
子的专利，但事实上，女孩子也
完全可以驾驭这项运动。

航模玩得好，有望上名校

值得一提的是， 航模玩得
好的孩子，不但综合素质高，还
能受名校青睐。龚竞告诉记者，
根据目前长沙学校公布的特长
生招生项目， 科技创新已经越
来越受到家长、 考生以及学校
的关注。“在省市级航模比赛中
获奖的学生， 还可以以科技特
长生的身份， 报名参加学校的
科技创新项目选拔。”

另外，在高考中，航模运动
高手也能获得高校自主招生的
资格。比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今年的自主招生政策就明确
“具有航空模型制作或飞行操
控方面的特长， 在高中阶段获
得过全国比赛前六名或世界级
比赛前八名者”可以报考；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也提出，“高中阶
段在航空、航天模型省级比赛获
得冠军或在全国比赛获得遥控
项目前六名、其它项目前三名的
学生”可以报考该校自主招生。

眼科顶级专家
把脉青少年近视病

本报4月16日讯 4月15
日-16日， 由长沙市眼科质量
控制中心、 长沙爱尔眼科医院
主办的“2017潇湘国际眼科高
峰论坛”举行，30余位国内外眼
科学顶级专家齐聚， 进行最前
沿研科成果与临床经验的交流
与碰撞。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博士生导师杨智宽教授在论坛
上表示， 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发
病高， 且随着年龄的增高不断
上升， 而高度近视会引发各种
眼底病， 甚至致盲。 杨智宽表
示， 家长让孩子增加户外活动
时间、减少持续近距离用眼，养
成良好用眼习惯， 是预防近视
的有效方式之一。■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廖晓琼

带着孩子穿越城市
“安全童行”学道路安全

本报4月16日讯 今天上
午， 由芒果V基金和广汽三菱
联合主办的“安全童行———17
安全出行，伴您安心成长”大型
亲子交通安全公益活动在长沙
举行。活动现场，湖南省文明交
通形象大使、 湖南卫视知名主
持人李锐化身爱心大使陪同孩
子们一起穿越城市， 学习道路
安全知识。另外，长达几个小时
的城市穿越挑战中， 家长和孩
子们共同完成了模拟道路体
验、图片展览、驾驶游戏、交通
安全知识学习等多种体验。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蒋建湘
认为， 儿童交通安全起步教育
是交通安全宣传工作的重要环
节，需要全社会的关心。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江鹭

本报4月16日讯 约上家
人或朋友，穿着动物服装，一起
闯关做任务…… 15日下午 ，
1500多名市民齐聚省植物园，参
加“长沙首届森林动物跑”。近年
来通讯工具让人见面交流的机
会变少，“微信孤独症”不断引起
关注。 活动通过“每个人都是聚
会动物”的主题，为参与者设置
互动环节，号召所有人都放下手
机来聚会交流，并通过活动来为
自闭症孩子筹建爱心教室。

记者在现场看到，活动主办
方复地·星光天地招募了家庭
团、情侣团、闺蜜团和朋友团，呼
吁每个人放下手机，找到朋友圈
的真朋友，来一场心灵与身体都
在“一起”的大聚会。

“朋友圈里的朋友难得碰

面，我们确实需要‘聚会’这样亲
密的方式来增进感情。” 李璐和
同在长沙工作的好闺蜜赵曼，已
经三年没有见面，就靠着电话和
微信联系。

本次“森林运动跑”，不只是
关注成人的“微信孤独症”，更关
注儿童的“孤独症”。

“运动员在完成任务时领取
的手环，就是用来助力公益的。”
每个手环代表一份爱心，活动负
责人介绍，运动员不但可以凭手
环赢取惊喜奖品，主办方还会根
据手环的数量，来对自闭症儿童
进行资助。

在活动现场，复地集团还联
合复星基金，为长沙市爱弥尔公
益组织捐赠了一间复地爱心教
室。 ■记者 李琪

本报4月16日讯 15日上
午，一场在我国校园足球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赛事———
2017年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超
级联赛U14组华中大区赛揭幕
战在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举
行。

对阵双方分别为麓山国际
初中男子足球队和武汉汉铁初
中男子足球队， 经过90分钟的
激烈比拼， 最终东道主麓山国
际初中男子足球队取得开门红，
以3∶0的大比分拿下首场胜利。

与以往赛事相比，本届赛事
最大亮点在于这是我国首次举
行融合教育系统与体育系统队
伍的青少年全国性赛事，不仅意
味着校园足球队伍将有机会直
接与职业俱乐部梯队同场竞技，
更预示着我国青少年队伍的竞
训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2017年全国青少年男子足
球超级联赛由中国足协和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联合主办， 分为U14、
U15、U16三个年龄段，参赛队伍
共计87支，麓山国际初中男子足
球队是此次赛事中我省唯一入
围的球队。

“过去，教育系统与体育系
统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两轨并行，
但因为身份注册的原因，球员基
本上只能参加其中一项赛事，校
园足球队伍也很难有机会与职
业梯队交手。” 麓山国际足球队
总教练黄又青介绍，建立起教体
结合的赛事体系后，无论是对于
校园足球队伍还是其优秀的足
球苗子来说都是一件幸事，不仅
可以通过丰富的高水平赛事磨
练队伍，提升整体水平，还使得
身处校园足球体系中而又具备
天分的小球员，有了向职业俱乐
部、专业运动队展示自身实力的
绝佳舞台。
■记者 贺卫玲 通讯员 钟武伟

本报4月16日讯 今天，
首届小学教师教育国际论坛在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举行。现场，
来自美国、英国、中国、中国台
湾、 中国香港等地的专家学者
和一线教育工作者， 就教师队
伍建设、 学科结构比例等问题
进行了广泛交流。

小学教师队伍“性别比失
衡”被多名教育专家提及。首都
师范大学刘慧教授曾就北京地
区小学教师男女比例做过调
查，结果显示，乡村地区男教师
占比17%， 城市地区男教师比

例更低。“我认为， 造成这一问
题最重要的原因是教师的薪资
收入偏低导致的。”湖南师范大
学刘德华教授呼吁政府从顶层
设计层面来解决这一问题。美
国曼哈顿维尔学院终身教授万
毅平在报告中也谈到“高收入、
高地位”， 使得小学教师成为
美国人最青睐的职业。“美国
小学老师的平均工资是55380
美元/年，可以说，美国的小学
教师待遇非常好。”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陆艳萍 通讯员 何文

航模玩得好，也有机会读名校
湖南中小学校园掀起“航模热” 今年航模项目重回全运会

长沙航空职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航模运动在我国曾经拥有
辉煌的过去。从新中国成立初期
到上世纪80年代，作为军事体育
项目的航模运动辉煌一时，鼎盛
时期我国曾手握60余项世界纪
录，但自上世纪90年代被调整出
全运会之后，这项运动由热变了
冷。不过一个好消息是，近日，国
家体育总局官网正式公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
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则》，航模项
目成为本届全运会唯一的科技类
体育项目。时隔24年，作为新增的

19个群众体育项目之一， 航空模
型重回全运舞台。

记者还获悉， 除了在学校
学习航模课， 家长也会送孩子
去专业机构参与培训。长沙“老
菜鸟航拍科技” 是我省首批从
事航模培训的机构， 公司负责
人邓祖云认为， 重实践的航模
教学深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
但在实际过程中，场地、器材、
教练等方面的不足， 阻碍着航
模运动的发展。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江鹭 通讯员 王婧妮

时隔24年，航模项目今年将重回全运会

1500多人参加首届“森林动物跑”，为自闭症孩子筹建爱心教室

“朋友圈”放下手机来场真聚会

4月15日下午，1500多名市民齐聚省植物园，参加“长沙首届森林动物跑”。 李琪 摄

首届小学教师教育国际论坛召开
小学教师女多男少，该如何解决

教育连线

青少年校园足球有了超级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