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2017年湖南省学生
阳光体操节在长沙落幕。 经过
三个月的艰苦训练， 湖南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Happy———嗨森
排舞队在领队廖继旺、 教练员
孟桐宇的带领下， 在大赛中脱
颖而出， 取得了排舞双人规定
初级第一名的好成绩。

本次大赛由湖南省学生体
育协会主办， 湖南省啦啦操委
员会、 中国大学生健美操艺术
体操协会、 湖南省师范大学体
育学院三个单位共同承办。共

吸引了来自湖南省各地140余个
单位的300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
员参加，分为大学、高职高专、中
学、小学、幼儿、俱乐部组，共计参
赛人数达到3600人， 创造了历史
新高。

省学生体育协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一年一度的学生阳光体操
节是为了推动学校阳光体育运动
广泛的开展， 丰富校园体育活动
的形式与内容， 提高学生整体健
康水平而举行的。

■通讯员 蔡琼

本报6月7日讯 日前，空
军招飞局发出通知， 根据2017
年飞行学员招收计划， 今年从
地方普通中学高中毕业女生中
招收第11批女飞行学员35名，
这是空军时隔4年后再次招收
女飞行学员。

招收女飞行学员的基本条
件为：普通高中应届、往届毕业
生，年龄不小于17周岁，不大于
20周岁 （1997年 8月 31日至
2000年8月31日出生），身高在
165-185cm之间 (未满18周岁
的身高164cm合格)，体重在标
准体重的85%-120%之间，双
眼裸眼C字表视力均在0.8以
上，未做过视力矫治手术，无色
盲、色弱、斜视等。

与以往相比，第11批女飞
招收选拔作出较大调整改进，
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扩大招
收选拔范围。从第10批的20个

省 (自治区、直辖市 )扩大到今年
的31个。 二是改进计划下达方
式。 由过去的分省下达招飞计
划，调整为在全国开招范围内择
优录取35名。三是统一招飞录取
原则。 要求考生必须政治考核、
体格检查、 心理选拔全部合格，
且高考成绩达到当地一本线，方
具备投档资格，空军按“高考成
绩与当地一本线的比值”由高到
低顺序录取。

我省志在空天、热爱飞行的
女高中毕业生，可向空军招飞局
广州选拔中心以及当地教育招
生考试部门咨询详情，也可通过
空军招飞网、招飞微信公众号了
解具体招收办法。6月中下旬，空
军将组织初选。6月底至7月初，
空军将在北京集中组织定选。招
收的女飞行学员将集中编班组
教施训。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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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7日讯 高考结束
后， 对广大考生而言最重要的
事莫过于填报志愿了。今天，湖
南省教育厅下发《关于2017年
普通高等学校专业办学水平和
新增学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评
估结果的通报》（下称《通报》）。
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 填报志
愿前不妨看看这些新办专业的
办学水平如何。 具体评估结果
可登录省教育厅官网查询。

95个专业“合格”
3个专业“基本合格”

据悉， 省教育厅组织专家
对全省35所普通高校98个有首
届毕业生的普通本、 专科专业
进行了评估，确认95个专业“合
格”。另外，湖南文理学院学前
教育、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审计
学、 衡阳师范学院南岳学院商
务英语3个专业则为“基本合
格”。评为“合格”的本科专业，
同时取得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评为“基本合格”的本科专业，
获得学士学位授权资格一年，
同时应进行整改， 一年后进行
复评。

《通报》指出，从评估情况
看， 多数高校重视新办专业建
设，办学思路清晰，定位较为准
确；人才培养目标明确，培养方
案科学合理； 重视师资队伍建
设，注重“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重视新专业建设投入，实践

教学条件建设成效明显， 教学
设施能较好地满足教学需要；
教学管理制度逐步健全， 教学
管理比较规范， 教学质量监控
基本到位；学生满意度较高，办
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
较好的保证， 毕业生综合素质
达到了培养要求， 总体社会需
求情况较好。

部分学校专业
设置不合理，缺特色

不过，《通报》 也公布了新
办专业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部分
学校专业设置缺乏整体规划，
专业设置不够合理； 有的专业
没有相应的学科做依托， 新设
专业与学校现有学科建设无关
联；有的专业，特别是部分独立
学院的专业在设置时没有进行
充分论证，缺乏办学特色，导致
一些专业生源匮乏。 还有部分
专业的办学定位不够准确，办
学思路不够明确； 部分专业脱
离办学实际，办学定位趋同，缺
乏特色。

在人才培养上， 有的专业
理论课时和实践课时分配不合
理，实践课程占比太少，理论和
实践教学安排与培养目标不匹
配。师资队伍方面，有的专业教
师来源渠道单一， 缺乏有行业
背景和实践经验的教师； 部分
专业的专业教师数量偏少，存

在师资拼凑现象，生师比过高，教
学质量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难以
得到充分保障。 还有一些新升格
本科院校依然沿用专科学校的教
学内容、教学方式与管理模式，没
有完全适应本科教学要求。

本报6月7日讯 今天下
午， 湖南女子学院20余名师生
党员来到长沙吉祥颐养康复中
心，探访慰问两位抗战老兵。这
是该校“寻找红色记忆，坚定理
想信念”主题系列活动之一。

下午3点， 师生党员们走
进两位抗战老兵的住所。他们

中一位曾是抗日军区的战地
记者、抗战将领、著名作家伏
笑雨， 而另一位曾是儿童团
长、115师抗战女兵、老八路牟
敦芳。 见到这群年轻的党员，
两位老人都十分兴奋，他们分
享着各自当年的故事和经历。
8位女大学生身着红军服，向

两位抗战老兵整齐敬礼。
“探访革命老同志，就是看望

亲人。” 该校党委书记罗婷说，此
项系列活动是今年湖南女子学院
党建思政工作的重要内容， 也是
创新党建思政工作的主要载体。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秀 通讯员 刘遵仁

填报志愿前，新专业办学水平要考量
省教育厅通报，98个新办专业中3个基本合格，其余合格 部分学校专业设置不合理

评估专家建议， 各高校应根
据学校办学定位建立健全专业建
设规划， 紧密结合自身优势和社
会需求，不断调整优化专业结构，
有计划地设置新专业， 确保专业
办学质量。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人
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设置，
加强专业课教学，强化实践训练，
保障专业建设水平。 大力引进高
水平教师，加大学术带头人的引进
和培养，建立促进教师提高教学科
研能力的激励机制，采取措施加大
教师的业务交流和培养培训，支持
教师到相关行业企业挂职锻炼，加
快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

要进一步提高对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研究，进一步拓展校企
合作、 产教融合的广度和深度。
建立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将
教学质量管理贯穿于人才培养
全过程。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秀 杨雪梅 林斐婧

本报6月7日讯 记者今天
从湖南省军区招生办公室获
悉， 今年军队院校在湘招生计
划已经下达， 全省计划招收青
年学员602人， 其中男生理科
575人、文科9人，女生理科17
人、文科1人。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工程
大学等21所军队院校计划在
湘招生516人，武警工程大学、
武警警官学院等3所武警院校
计划在湘招生86人。其中招生
人数最多的是武警警官学院，
计划在湘招生79人，其次是国
防科技大学，计划在湘招生74
人，空军工程大学计划在湘招
生73人。

据了解，今年军队院校招
生政策较去年有三个方面的
显著变化：一是取消了国防生

招生。根据军队改革统一部署，
从今年起， 不再从普通高中毕
业生中定向招收国防生； 二是
施行新的军校招生体检标准。
今年我省将严格按照新的标准
组织军检，并取消初检环节，填
报了军校志愿并达到军检线的
考生，可直接参加军检；三是招
生规模较去年总数压减了 335
人，其中军队院校减少89人，武
警院校减少20人， 国防生减少
226人。

广大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湖
南省军校招生”微信公众号（hn-
sjxzs） 查询军校招生政策规定、
招生计划等相关信息， 或拨打省
军 区 招 生 办 电 话
（0731-84570596）进行咨询。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向富生 周仁

大学生情系百岁抗战老兵

建议

结合需求设新专业
支持教师企业挂职

扩大招收范围 改进选拔模式
时隔4年后再招女飞行学员

军队院校在湘招生计划下达
计划招收学员602人，取消国防生招生

湖南信息职院排舞队
阳光体操比赛夺佳绩

·资讯

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一定要特别重视院校的招生章程，确保符合报考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