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日讯 3月3日是全国
第22个“爱耳日”。今日世卫组织发
布的《世界听力报告》登上了热搜，
报告中指出目前全球五分之一的人
听力受损， 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
15亿人，其中4.3亿人听力较好的耳
朵有中度或以上程度的听力损失。
不少网友看见后纷纷评论“完全没
有想过还要保护耳朵”、“那我用耳
坏习惯太多了”、“我可能就是五分
之一里的那群人”……

“爱耳日”到来之际，湖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刚支招，如
何守护好听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
为听力受损的主力军， 孩子们中耳炎
的发病率也明显上升。” 刘刚介绍，随
着电子产品的越来越普及， 不少年轻
人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此， 形成了一
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在一点点的损害
着听力。 但由于听觉疾病一般在早期
都不会有很明显的表现， 人们往往容
易忽视。 ■记者 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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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日讯 3月1日起，《中
欧地理标志协定》（以下简称“协
定”）正式生效，湖南省7个地标纳入
互认互保范围。 协定通过对地理标
志高水平的保护规则， 有效阻止假
冒地理标志产品， 使双方消费者都
能吃上、 用上货真价实的高品质商
品。 协议附录共纳入中欧双方各
275个地理标志产品，涉及酒类、茶
叶、农产品、食品等，湖南共有7个地
标入选：安化黑茶、浏阳花炮、醴陵
瓷器、酒鬼酒、古丈毛尖、永丰辣酱、
保靖黄金茶。

据悉， 保护分两批进行。 首批
“上榜” 的100个地理标志即日起受
到保护，安化黑茶榜上有名。第二批
175个地理标志将于4年内完成保护
程序。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向曙光表
示：湖南将继续加强特色产业培育，推
动“湘品出境”，实施专利兴农、商标富
农、地理标志强农工程，将更多地理标
志产品纳入国际互认互保范围， 为乡
村振兴、品牌建设提供有效支撑。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胡盼盼 通讯员 周闯

根据教育部要求， 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将中央部
门所属高校、 地方高校名额
分列，分“赛道”进行遴选建
设。 最终， 经各高校网上申
报、高校主管部门审核，教育
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评议、投票推荐，认定了3977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其中中央赛道1387个、地
方赛道2590个。同时，经各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推荐，
确定了4448个省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

“国家一流”中，我省中
南大学和湖南大学两所部属
高校成绩不菲， 在中央“赛
道”，两校分别有24个、14个
专业入选； 而地方“赛道”
中，我省28所省属高校共有
139个专业入选。其中，长沙
理工大学入选20个，湖南师
范大学入选18个， 湘潭大
学、 南华大学、 湖南农业大
学、 湖南科技大学均入选9
个， 湖南理工学院入选8个，

湖南工业大学和湖南工商大
学均入选7个，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吉首大学均入选6个，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财政
经济学院、湖南城市学院、湖
南人文科技学院均入选3个，
湖南警察学院、怀化学院、湖
南工学院、湖南工程学院、衡
阳师范学院、 湘南学院均入
选2个，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邵阳学院、湖南文理学院、长
沙师范学院、湖南女子学院、
湖南医药学院、 湖南科技学
院均入选1个。

“省级一流”中，中南大学
25个入选， 湖南大学19个入
选。省属高校中，入选数较多
的高校分别是： 湘潭大学23
个，湖南科技大学21个，南华
大学20个， 湖南工业大学17
个，吉首大学和邵阳学院均16
个，湖南工商大学、怀化学院和
湖南文理学院均为15个。

据记者统计， 湖南高校
共有177个专业入选国家一
流，381专业入选省级一流。

湖南高校哪些专业“最牛”，快来看看吧
177个国家一流，381个省级一流 可成为择校和择专业重要参考

图片·新闻
本报3月2日讯 为做强一流本科、 建设一流

专业、培养一流人才，教育部启动了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的“双万计划”———将在2019年—2021年建
设10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和10000
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近日，2020年度国家
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出炉， 湖南高
校表现不俗。据统计，全省共有177个专业入选国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另外有381个专业入选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防科技大学未参加这
一轮遴选)，入围数量均超过2019年度。

哪些专业能够入选？三
湘都市报记者梳理发现，入
选的专业往往都是学校的
“最牛专业”，体现了学校的
发展定位和办学方向，同时
也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另外还强调教
育教学改革成效突出，能够
以新理念、新形态、新方法
引领带动新工科、 新医科、
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人才
培养质量一流。比如，湖南
大学的会计学专业、湘潭大
学的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湖南农业大学的茶学专业、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生态
学专业、湖南中医药大学的
中药学专业、湖南工商大学
的经济学专业、湖南财政经
济学院的金融学专业、湖南
女子学院的家政学专业、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的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长沙师范学院
的体育教育专业等，每年毕
业生行业认可度高、社会评
价好，同时专业教学师资力
量雄厚。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

本单元和基础平台， 专业建
设水平决定着一所大学的办
学水平。”我省教育部门相关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湖南大
力推进高水平本科教育建
设， 积极开展专业综合改革
试点、专业办学合格评估、专
业综合评价试点、 专业认证
等工作， 全省高校本科专业
结构得到不断优化， 整体实
力进一步增强。

“双万计划”还建立了动
态调整机制。 教育部和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将加强对计
划实施过程跟踪， 针对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改进意见建议，对于
建设质量不达标、 出现严重
质量问题的专业建设点予以
撤销。 各地各校要按照一流
专业建设条件， 完善本科专
业建设三年规划， 要健全全
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做好专
业优化、调整、升级、换代和
新建工作， 加快国家急需专
业建设， 持续改进专业布局
结构。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舒苇航

湖南高校有177个专业入选国家一流

“最牛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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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地理标志协定》3月1日生效
湖南7个地标纳入互认互保范围

生活中暗藏着哪些损坏听力的
坏习惯呢？刘刚给出了详细的解答。

1.乘地铁、公交时用耳机听音
乐。在地铁及公交车等嘈杂环境中，
很多人会不由自主调高音量盖过噪
音， 长此以往会对听力造成严重损
害。每天使用耳机两小时，使用时声
音超过60分贝， 持续三个月就可能
导致听力下降。

2.长时间“煲电话粥”。频繁接
听或长时间接听电话， 是损失听力
的一个有害途径， 还可能会引起神
经性耳聋。专家建议，打手机长话短
说，一次最好不要超过3分钟，此外，
免提对耳朵伤害最小。

3.用硬物掏耳朵。耳屎在咀嚼、说

话时可自动将其排出，但不少人习惯掏
耳朵，不但容易让细菌进入耳道，增加感
染的可能性，经常用硬物掏耳朵还容易
碰伤耳道，甚至导致耳膜受损。

4.经常泡吧、KTV。有研究表明，
37%的听力残疾与噪声损害密切相
关，噪音会缓慢损伤人的听力。酒吧、
KTV等音量较大的娱乐场所， 应尽量
控制去的次数和时间。

5.滥用抗生素。因滥用抗生素而导
致的药物性耳聋比较常见于少年儿童。
一些抗生素例如常见的新霉素、庆大霉
素等会很好地控制感染， 可同时引发
的副作用是损害脑神经，引起耳聋。这
种药物性耳聋暂时没有很好的治疗方
法，最好是提早检测，进行预防。

乘车用耳机听歌、“煲电话粥”？小心听力受损

保护耳朵，这些行为须注意提醒

3月2日，沪昆高铁从
中方县新建镇盛开的油菜
花田垄中穿行而过。 一个
个村落里，一片片田野中，
被一层层耀眼的金黄铺满
大地， 漫山遍野的油菜花
香四溢， 让人在淡淡的香
气之中沉醉。

田文国 摄

驶向春天

本报3月2日讯 期待
“专升本”的高职学生注意
啦，今年“专升本”即将启
动。 三湘都市报记者今日
从省教育厅获悉，3月16日
-25日，符合报名条件且有
意愿的学生登录“湖南省
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信息
管理平台” 注册并完成网
上报名，逾期不接受报名。

据介绍，今年，湖南调
整了“专升本”考试招生政
策， 由省教育厅统一下达
“专升本”招生计划，公布
招生专业范围， 按专业大
类设定高职（专科）专业相
对应的本科专业。另外，和
往年“专升本”报名对考生
学习成绩排名有要求不
同，从今年起，凡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今年6月30日
前能取得毕业证书的2021
届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
或者毕业当年应征入伍并
于2020年退役的高职（专
科）毕业生，均可报名。每位
报考的学生在规定时间内
可网上填报1所本科学校
的1个相同或相近专业。

省教育厅还公布了
2021年湖南省普通高等教
育“专升本”考试招生高职
（专科）专业大类与本科专
业类对应关系， 以供考生
参照报考。 省教育部门相
关负责人提醒， 对于准备
参加“专升本”考试的考生
来说，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随时关注官方权威信
息； 二是理性选择报考学
校和专业， 避免扎堆报考
同一个学校或专业； 三是
在考前好好备考， 争取考
出一个好成绩。

■记者 黄京

“专升本”看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