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今
日从省机场管理集团获悉，中国
民航局于近日批复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总体规划（2019版）。这
标志着长沙机场近期10年、远
期30年的发展蓝图确定， 该机
场将打造成为集地铁、 高铁、磁
浮、城际快线等有机衔接的区域
性枢纽机场。

据介绍，该规划以“平安、绿
色、智慧、人文”为建设理念设计。
按照2030年旅客吞吐量6000万

人次、货邮吞吐量60万吨、飞机起
降45.6万架次，2050年旅客吞吐
量9000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150
万吨、飞机起降61.5万架次的发展
规模进行规划控制。

按规划， 长沙机场将拥有4
条跑道、431个机位和4个航站
楼，形成与地铁、高铁、磁浮、城
际快线等有机衔接的道路交通
快速集散体系。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邱团结 于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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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2日讯 在应急
安全这件关乎民生的大事上，湖
南又率先发力了！12月21日，全
国应急安全职业教育联盟在长
沙成立，来自全国各地的应急安
全相关院校、行业企业等68家单
位加入该联盟。据悉，联盟成立
后将搭建职业院校与应急安全
事业单位、行业企业、科研院所
之间的沟通平台，为应急安全提
供有力的技能人才保障。

在联盟成立大会上，应急管
理部培训中心主任张驎指出了
我国应急安全技术技能人才的
现状，2018年，随着应急管理部
的成立， 应急管理系统逐渐健
全，新形势导致应急管理和安全
工作的高层次人才出现短缺。
“比如，在政府管理系统中，从事

应急安全方面的人员，拥有专业
背景的只占到了1/3。” 同时，从
企业和社会来看，应急安全更需
要既懂专业又有实际操作能力
的人才，所以必须加强应急安全
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

“全国应急安全职业教育联
盟的成立，能够更好地将职业院
校、企业都组织起来，更好地研
究探讨人才培养的问题，对人才
培养的规划和方案具有很重要
的意义。”张驎说。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院
长郭超表示，“我们期待通过 建
立‘政、行、校、企’的交流平台，共
同推进应急安全事业和应急安
全人才的培养。”

■记者 黄京 杨斯涵
通讯员 杨玲 蒋琴姗

本报12月22日讯 2020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于昨日开
考， 本次考试报名人数高达341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记者了解
到，湖南考研人数为122847人，
也是打破了以往考研人数的新
纪录。 而考研话题又上热搜，每
年不断攀升的数字，“考研热”已
成常态，“考研大军”到底为何而
考？

湖南“考研大军”
人数逐年攀升

来自我省教育部门统计的
数据显示，湖南“考研大军”人数
近几年也是逐年攀升，今年再创
历史新高，达到了12.28万人，比
去年的11.05万人增加了1.23万
人，增幅为11.13%。

从湖南高校考研报名情况
来看，湘潭大学、湖南农业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多所高校的考生
报名踊跃，报考人数也均创下新
高。

公开数据显示， 湘潭大学
2020年硕士研究生一志愿报考
人数共计7887人(不含推免生)，
相比2019年增长51.79%， 连续
三年报名人数增长率远高于全
国当年平均增长水平。长沙理工
大学2020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
数达8228人，增长34.4%。其中，
该校考点共有2536名考生进行
了网上确认，其中该校一本应届
生2098人，城南学院应届生293
人，其他考生145人（报考艺术类

和建筑类的往届生和外校应届
生）。

“考研热”成常态，希望通过
学历赢取就业机会

“英语以为做不完了， 没想
到还提前半个小时写完”“希望
不会的那部分能多蒙对几个”
“管综有点难了” ……考试结束
后，记者在长郡双语实验中学考
点外听到， 各种声音此起彼伏，
纷纷预想着考试结果，接受采访
的部分学生表示，今年英语二出
的题目有些出人意料，一位往届
毕业生李女士告诉记者，英语二
考题极为生活化，完形填空考的
是做一个有耐心的父母，翻译题
告诉你失败是一种学习经历，这
次还有新题型是教你五种方式
混职场。“我感觉英语二的每一
题似乎都在教我人生的道理。”
李女士笑着说。

另一位报考了湖南大学的
应届毕业生小谭出考场后一脸
轻松，她说：“‘形而上学，不行上
班。’ 我也算对得起过去几个月
的努力了，每天都在放弃与坚持
中徘徊，忐忑不安，我们考研群
里的小伙伴都在说着明年再战，
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当
问及为什么选择考研时， 小谭
说：“我觉得我的大学学历不能
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希望能
通过考研提升学历，找到工作的
机会更大一些。”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本报12月22日讯 他们是
乡村教师阳光活力的榜样典范，
他们是乡村教育振兴最坚实的
力量！昨日，湖南师范大学首届
枫叶乡村教育振兴基金“优秀乡
村教师” 颁奖典礼在长沙举行，
10名来自全国的优秀乡村教师
走上领奖台，接受了鲜花和掌声
以及6万元奖金。

活动现场，来自湖南邵阳市
洞口一中的刘任山老师，作为获
奖教师代表发言。1984年湖南
师大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刘任
山，坚守农村学校36年。“我自己
就是从山沟沟里出来的，深知老
师的引领对农村孩子能带来多
大的力量。”在他看来，虽然乡村
教师很清贫，但也有着数不尽的
幸福和快乐。“我所带的16届近
千名学生没有一个因病因贫辍

学，他们走出山村，有的成了大
学教授， 有的成了导弹专家，有
的成了技术翘楚，有的成了企业
精英，他们都是我的骄傲！”

据悉，枫叶乡村教育振兴基
金由湖南师大校友企业家联盟
发起并筹集资金，属于湖南师大
教育基金会下的专项基金。枫叶基
金首届“优秀乡村教师奖”自9月30
日发布公告至10月31日止，共收到
申报材料172份，最终评选出“优秀
乡村教师奖”10名。“希望能通过枫
叶基金鼓励更多高校学子选择
乡村、建设乡村，优化乡村教师
队伍，探索改变乡村教育现状的
新路径，发挥师大人的教育责任
与使命担当。” 联盟理事长王毅
清表示。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蔡颂 张明明 黄林键

12月22日，“我要上全运 健康中国人”2019湖南省轮滑、 滑板挑战赛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正式打
响。来自全省的600名轮滑、滑板高手，展开了四个年龄组别的角逐。

本次赛事由湖南省体育局主办，以“共筑健康湖南，滑向美好未来”为主题，设挑战赛、嘉年华两大板
块内容。其中，挑战赛设置竞赛轮滑、自由式轮滑、滑板街式赛三大比赛项目。嘉年华区域则现场设置游
戏、休闲娱乐等主题区域，让大众广泛体验轮滑和滑板项目的多样趣味性。 记者 叶竹 摄影报道

10位乡村教师受表彰，每人获奖6万
湖南师大枫叶基金“优秀乡村教师”颁奖典礼举行

“考研热”之下，研究生
就业情况如何？据悉，从湖
南省2019年就业情况来看，
我省普通高校共有毕业生
384320人，已就业331703人，
就业率为86.31%。其中，毕业
研究生 19052人， 已就业
17510人，就业率达91.91%。

此外，在2019年学科专
业大类划分就业情况中，毕
业研究生就业率排前三名
的学科有：经济学（就业率
为96.63%）、工学（就业率为
95.33%），管理学（就业率为
93.83%）。

据中国教育在线报告
显示，近年来，金融、法律、
新闻与传播、工商管理等社
科类专业更受考生青睐，而
工科类专业报名热度远低
于社科类专业，报录比差异
明显。但从本科及研究生就
业情况看，社科类专业无论
从就业率、 薪资待遇方面，
表现均不如工科类。而社会
需求量更大的是理工科专
业，尤其是工科专业。

全国应急安全职业教育联盟在湘成立

湖南考研人数逐年攀升，今年达12.28万人
金融、法律等社科类专业更受考生青睐

金融、法律等专业
更受青睐

600名轮滑、滑板高手长沙竞技

枫叶基金首届“优秀乡村教师奖”获奖者名单
兰旭霞 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井头圩镇凡龙圩学校
李向龙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区积石山县中咀岭小学
李玄宗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虹桥镇中心小学-胡筠小学
梁艳荣 新疆鄯善县火车站镇学校
凌卫斌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洪山中心学校
刘任山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一中
罗长海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一中
王礼平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第三中学
姚元仲 湖南省湘西州永顺县石堤镇初级中学
卓云辉 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四中

黄花国际机场将拥有4座航站楼
近远期总体规划出炉 将建成4条跑道、431个机位的区域性枢纽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