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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将启，今年没考好该怎样复读
教育专家：高考模式改变不影响复读，但是否复读要注意评估自己的实力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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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9日讯 7月18
日，在长沙县，忠武线潜湘支
线、 西三线长沙支线与中石
化新疆煤制气管道湖南长
沙联通工程开工。 工程设计
转输量2000万方/天， 将为
我省天然气的需求提供强
有力的保障。

据悉， 该工程作为国家
重点互联互通工程， 建成投
产后将可实现中石油与中
石化的天然气管道在湖南
境内互联互通， 可以实现广
东、广西LNG海上气源进入
湖南境内， 改变湖南省气源
单一性，可根据天然气用气
情况，实时调整供气路线、灵
活供气， 提高冬季天然气用
气高峰时的保供能力，对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 冬季保供
及城市能源结构优化等方
面有重要的意义。

中石油管道有限责任公
司西气东输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所有前期工作， 它是湖南境
内首次采用全自动焊接设备
的工程， 采用全自动焊接设
备能极大提高焊接质量、降
低工人劳动强度， 同时采用
超声波检测有助于保证每一
道焊口的质量。预计11月底
完成工程施工任务， 然后一
个月左右完成设备调试和试
运行，确保今年12月底正式
建成投产， 为湖南冬季用气
高峰提供坚强的保障。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马宁

难忘的初中生活，随着中考
的结束划上了“终止符”。中考结
束后，长沙多所中学为初中毕业
生举行了毕业典礼,校长们用朴
实、温馨、幽默的话语，为每个毕
业生送上难忘的“最后一课”！

新时代青年
应与新时代同频共振

一本温馨的毕业相册、一枚
精致的毕业像章……7月18日，
在长沙市麓山滨江实验学校，
385名考生下考后齐齐回到学
校，参加学校为他们准备的“感
恩有你 梦想启航” 毕业典礼。这
次毕业典礼既隆重又贴心，既庄
重又温馨。“这是我们送给每一
位麓滨学子的一份独一无二的
‘珍贵回忆’。”

在毕业典礼现场，该校校长
夏延刚饱含深情地说：“三年前
初入麓滨的你们天真烂漫、稚气
未脱的样子让我记忆犹新；如今
你们已是翩翩少年，有了一个共
同的名字‘新时代青年’。”夏延
刚告诉毕业生，新时代青年应有
家国情怀，饮水思源；应当自信
豪迈，勇攀高峰；应立志成才，扶
摇展翅。今后还有许许多多的考
验需要大家怀着“会当水击三千
里，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自信豪
迈去学习本领、磨砺意志、沉着
应对。

暑假少上网多锻炼
少补习多游玩

“新的暑假即将开启， 我希
望同学们多晒晒太阳，少吹些空
调。多吃蔬菜粗粮，少吃垃圾食
品。多参加体育运动，少上网刷
手机。多亲近山水田园，少进校
外补习班。希望体重超标的同学
玉树临风，身高不够的同学拔节

成长， 耐力不行的同学奔跑如
飞，弱不禁风的同学健壮似牛。”
7月18日，在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一场暖心又“接地气” 的毕业典
礼正在进行着。现场，该校校长
邓智刚的每一段叮嘱都让现场
师生们笑中带泪。

同时，邓智刚还对即将走向
高中校园的近千名毕业生提出
了希望，愿孩子们意志强、学习
强、体魄强。

期待大家积蓄能量
扶摇直上

“未来你们即将迈向高中，考
进大学，而高中是需要奋斗的三
年，是充满挑战的三年，也是走
向成功的三年。”7月19日， 长沙
市第六中学，该校校长向雄海以
《景鹏展翅 翱翔万里》为主题，和
该校毕业生谈了谈他的期望。

向雄海认为初中毕业是人
生旅程的又一个开始。 未来，无
论读普高还是职高，同学们都要
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为展翅翱
翔精准导航！“知识决定命运、知
识改变命运！无论读普高，还是
读职高， 大家都要勤奋苦读，积
累知识和本领，你才能扼住命运
的咽喉！”

他希望同学们在初三毕业
到高中开学这段时间，以及今后
的寒暑假期， 能够走进大学、走
进企业、走进图书馆、走进农村、
走进军营……多关心天下国家
大事，多接触社会不同层次的人
的生活，多体验劳动的艰苦和生
活不易， 多关心家人多做点家
务， 多思考和规划自己的人生，
唯有如此，人生才有方向，前进
才有动力！“期待我们每一个同
学积蓄力量，为有朝一日大展宏
图而时刻准备。”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由于新高考按照“3+1+2”
的模式进行，可供考生的选择由
以前的“文科”和“理科”两种组
合，变为12种组合。这样的变化，
也给复读学校带来了挑战。“在
新高考下， 复读学校也将面临
为学生提供什么学科组合，怎
样实行走班的挑战。” 熊丙奇
说， 如果复读学校还是按照传
统的教学模式来进行， 显然无
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因此，所有
学校必须要加强课程建设，包
括必修课、选修课、素质拓展课
等。“在无法开齐12种选科组合

的时候， 必须要打造几个有特
色、有优势的选科组合，成为学
校教学的亮点。”熊丙奇认为，复
读学校要重视对学生生涯规划
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学生
提升识别能力、认知能力、决策
能力和执行能力。“生涯规划课
可以替代以前的各种宣讲、誓
师、说教，同时要把学生的升学
规划、选科规划和生涯规划相结
合。” 熊丙奇还提醒， 新高考时
代，将会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
价、 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
这个变化也值得复读学校关注。

7月18日，长沙市麓山滨江实验学校举行初三毕业典礼。 学校供图

随着今年高考的结束，湖南“3+X”的高考模式也正
式谢幕。从明年起，湖南将开启“不分文理科”、“3+1+2”
的新高考时代。

今年高考没考好， 是否还有机会复读？ 实施新高考
后，复读学校将迎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7月18日，全国
高考复读补习学校联盟在湖南成立。 该联盟由湖南长沙
市明达中学、湖北仙桃荣怀沔州中学、陕西西安丁淮中高
考补习学校、江苏常州市武进区新园文化教育学校、山西
忻州新希望学校等学校发起并成立。

■记者 黄京 刘镇东

“暑假少上网多运动、少补习多亲近山水田园”

看校长超实在的“最后一课”
中石油与中石化天然气
管道将在长沙“牵手”互通

我省用气高峰时
将更有保障

尽管高考分数尚未公布，现
在大家最担心的问题是：“明年
新高考， 复读生究竟能不能参
加？”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我省教
育部门了解到，我省并未对2020
届高考生复读作出限制，只要考
生做好了新老高考衔接的准备
且符合条件，就能报名参加2021
年新高考。尽管新高考分为“合
格性考试”和“选择性考试”，但
只要是拿到了高中毕业证或具
有同等学力的考生，都可以报名
参加高考，考试科目为全国统考
的语数外三科，和选择性考试中
的“1+2”三科，并不需要再参加
“合格性考试”。21世纪教育研究
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那些“新

高考模式不适合传统高考生复
读”的声音，其实是对政策不了
解的误读和对考生的误导。

当然， 在新高考模式下，复
读生也会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长
沙市明达中学校长曹建新分析，
一方面，新高考取消了文理分科，
在招生录取方式、 考生志愿填报
等方面都相应发生改变， 这对复
读生来说是新的课题；另一方面，
从高考命题的变化趋势来看，新
高考将更注重对学科素养的考
查， 那么复读生在这一年的学习
中光靠“刷题”可能提不了分。“如
何实现学科能力、 素养的提升，
不仅是学生面临的挑战，也是学
校和老师要发力的地方。”

今年没考好的考生还能复读吗？
高考模式改变不会影响复读

在复读行业深耕多年，曹
建新始终认为， 并不是所有成
绩不理想的考生都适合复读。
“复读的这一年考生会承受较
大的心理压力和学习压力，不
建议自我调节能力差、 身体健
康情况较弱、 自我控制能力较
弱的学生选择复读。” 他认为，
复读生的优势在于， 经历过一
次高考后， 可以更清晰地知晓
高考的特点， 同时也更加清楚
自己的短板和不足， 可以在复
读中加以弥补。“高考是综合能
力素养的全方位较量， 不仅比
拼知识储备、 知识运用和解题
能力， 而且心理素质、 身体素
质、意志品质等方面的较量，后
面的要素虽是隐性的， 但更为
关键。”从这一点来看，曹建新

表示，新高考模式更加注重考察
学生的综合素养、综合能力，“这
是复读生的优势所在，也是复读
生在一年复读的过程中需要注
意的地方。”他提醒考生，是否选
择复读，需要理性规划，包括吃
透高考政策、了解高考政策的变
化，客观评估自己在新高考模式
下的实力和潜能，以及选择适合
自己的高考复读方式。

熊丙奇也强调，对明年要参
加新高考的复读生来说，并不是
只有“文科”和“理科”两种组合，
现在是有12选1的组合变化。这
就需要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兴
趣、 实力以及高考的录取政策，
综合来进行一个选科规划。“一
定要结合自身情况，去选择适合
自己的科目组合。”

哪些考生适合复读？复读要注意什么？
复读生要评估自己的实力和潜力，选择合适的复读方式

新高考之下，复读学校要做好哪些应对？
复读学校要加强课程建设重视学生生涯规划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