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民生 2021年3月13日 星期六
编辑/戴岸松 图编/言琼 美编/聂平辉 校对/曾迎春

邀你秀出青春范，12万奖金等你“营”
“策游潇湘‘营’出花YOUNG”文旅推广活动启动 11家景区和11所高校“组CP”博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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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游潇湘 ‘营’ 出花
YOUNG”湖南文旅推广活动以
“一起拍湖南”为主题，在全省
共遴选邵阳武冈、湘潭韶山、望
城靖港古镇、酒仙湖景区、平江
石牛寨、岳阳十三村、城头山旅
游景区、阳明山旅游区、沅陵辰
龙关、洪江古商城、张家界大峡
谷11家旅游景区， 由景区“出
题”，向全省11所高校学生发出
开放式“命题”邀请，打通“新媒
体+创意策划” 的流量矩阵，将
“金点子”付诸行动，为景区宣
传推广添砖加瓦。

每所高校分别招募组建

1支大学生花YOUNG团，每支团
队6人（含指导老师一名）。每支
团队匹配一个旅游景区和一名
网络大V导师、一名抖音创作者，
以短视频、 微电影等为载体对景
区进行宣传推广， 提高景区的知
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抢占流量
“C位”。

丁当、刘凯、李莎旻子、齐思
钧、许晓诺、赵昭仪、罗予彤、代云
帆、林昕宜、王泽轩、杨霖11名明
星艺人倾情加盟，化身“景区推荐
官”，助力打造湖南网红旅游目的
地。启动仪式上，主办方通过抽签
的方式对分组情况进行了匹配。

本报3月12日讯 聚焦新时
期全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为全
国基础教育成果推广应用提供
“长沙样板”，3月12日， 全国基础
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
用示范区（长沙）建设工作启动会
议召开。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杨敏、 长沙市教育局副局
长仁增达杰、 成果持有人姜平教
授等200余人参加会议。

据悉，去年底，教育部共确定
了60个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
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 湖南长沙
市、岳阳市汨罗市入选，示范区建
设周期为3年，将积极学习借鉴优
秀教学成果，探索教育教学规律，
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全面提升区
域整体教育质量。

不同年级设计
不同综合实践课程

你使用过珠针吗？ 你了解海
绵纸吗？ 你想让小模特们穿上你
设计的衣服在舞台上大放光彩
吗？ 长郡双语实验中学的纸模服
装工作坊便可以让你过足瘾。

记者了解到， 学习纸模服装
课程， 不仅可以学习服装设计美
学，还能启发学生从实际操作中，

通过创意设计服装作品来展现自
我个性，交流思想情感，从而培养
学生的审美、创造、空间想象、动
手操作的能力。

“在劳动教育的主题课程，我
们详细规划针对了不同年级的劳
动主题课程、 课时的安排以及授
课的地点。”长沙市长郡双语实验
中学副校长莫方介绍， 在基础型
课程中有七年级的劳动技术课，
有针对七到九年级的学科渗透
课， 有针对七到八年级的植物奥
秘课；拓展型课程分为创客课程、
植物种植课程、 生活艺术课程三
个板块； 实践课程又分为校内和
校外， 比如初一学生主要负责绿
化带的卫生保洁， 初二学生主要
负责生态植物园内的建设， 初三
学生主要是田径场和篮球场的卫
生保洁等等。

打造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长沙样板”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建设推
广与实施成果推广方案， 不仅仅
是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的推广应
用，更是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实
践育人理念的长沙方案。”湖南省
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敏认

为， 要围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建
设的要求， 整合家庭社会各类课
程资源， 运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的基本理念，整合学校研学课程、
劳动教育课程、学校特色课程，因
地制宜，因时制宜，知行合一，抓
好落地落实。

成果持有者、长沙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姜平教授深入解读了《“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建设、 推进与实
施”成果推广指南》。她表示，综合
实践活动成果推广的六种模式，即
“常态实施模式”“基地学校互动研
学模式”“多方联动育人模式”“综
合实践与劳动教育整合模式”“综
合实践引领学校课程文化与育人
方式变革模式”“专题体验式教师
培训模式”等，通过探索并构建具
有长沙特色的成果推广模式，发挥
示范区的引领作用，推动全国各地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规范实施。

同时，姜平强调，在成果推广
过程中， 一定要明确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地位， 防止用学科活动取
代综合实践活动。 通过三年的成
果推广， 要让长沙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常态规范实施， 并形成典型
经验，发挥辐射引领作用，逐步在
全国推广。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实习生 黄禧燕

本报3月12日讯 今天，教
育部公布《2021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
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国家分数
线）。根据《2021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招生
单位要在国家分数线基础上，
自主确定并公布本单位各专业
考生进入复试的要求。 与此同
时，教育部近日还召开会议，对
做好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
试录取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议要求， 各地各招生单
位要加强复试组织管理， 确保
复试公平公正。复试前，要采取
“两识别”（人脸识别、 人证识
别）“四比对”（报考库、 学籍学
历库、人口信息库、诚信档案库
数据比对）等措施，加强考生身
份审核，严防“替考”。复试中，
要采取“一平台”（进行远程复
试的招生单位原则上应统一复

试平台）“三随机”（随机选定考
生次序、随机确定导师组组成人
员、随机抽取复试试题）等方式，
加强过程监管，严防“作弊”。对
已录取的新生，招生单位要在新
生入学后3个月内，按照《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有关要
求，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
的，取消学籍。对于考试招生中
的违规违纪行为， 不论何时，一
经发现即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
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
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移交有
关部门调查处理。

据悉，“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调剂服务系统” 将于3月20日
左右开通。 有调剂意愿的考生，
可及时登录调剂系统和招生单
位网站，查询招生单位调剂相关
信息，按要求填报调剂志愿。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黄禧燕

研究生招考“国家分数线”公布
3月20日左右开通调剂系统

打造综合实践活动课“长沙样板”
长沙启动全国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建设

本次活动聚焦青年大学生
群体，通过举办花YOUNG训练
营、 模拟战和实战、 现场答辩
等， 挖掘和培育湖南青年文旅
人才。 花YOUNG训练营期间，
主办方邀请网络大V、 携程达
人、 抖音工作人员围绕网络新
媒体平台推广、旅游营销推广、
抖音视频制作技巧等主题作专
项培训，着力提升花YOUNG团
新媒体推广的理论和实操能
力。

3月12日至13日，活动模拟
战在邵阳市新邵县开锣 。花
YOUNG团将实地探访新邵白
水洞、湘西南特委旧址纪念馆、
清水村等景点，策划新媒体“爆
款”产品。接下来，11支大学生

花YOUNG团将入驻匹配的景
区，开“脑洞”、秀才艺，抓住热
点、创造热点，进行文旅宣传推
广实战。

据 了 解 ， 活 动 期 间 ， 花
YOUNG团还将参加高校巡回宣
讲， 并在实战后参加现场答辩，
分享宣传推广实战的经验，推介
湖南旅游景区资源，为湖南的文
旅经济提振复苏赋能助力。综合
各团队推广实效以及嘉宾导
师评审意见，活动评选出一等
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优胜奖4名，现金奖励达12万元。
湖南知名文旅企业代表还将在
现场向心仪的花YOUNG团成员
发放offer。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刘思佳

本报3月12日讯 一起拍湖南，下一个网红打卡
地由你来打造。3月12日上午，“策游潇湘‘营’出花
YOUNG”湖南文旅推广暨“武冈云山不一样·网上
畅游”主题宣传活动在邵阳武冈市举行。

创意宣传为景区抢占流量“C位”

打造湖南青年文旅人才孵化器

张茧 张军 范彬 胡灿 董可可 孙继梅 丁兴威 吴岱霞 胡元媛 薛琳 陈香云
匡萍 王卉珍 苏军华 贺齐 苏亮 许利文 言琼 李青 袁隽永 曾小舟 叶海玲
郭辉 潘显璇 朱蓉 黄京 杨斯涵 黄娟 虢灿 杨昱 叶竹 张洋银 李琪
王智芳 孙燕飞 彭治国 龚化 张浩 黄海文 陈月红 李成辉 胡锐 丁鹏志 曾梓民
高原 陈舒仪 熊佩凤 戴岸松 刘镇东 王珏 何佳洁 黄亚苹 卜岚 和婷婷 杨洁规

监督举报电话：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0731-82688112 三湘都市报:�0731-84329849

三湘都市报
2021年3月12日

公 示
根据《关于开展2020年度全省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精神，我单位三湘都市报已对2020年度

新闻记者证持证人员情况进行了核检。现将我单位拟通过新闻记者证年度核验人员名单公示如下，公示
期2021年3月13日—3月22日。

3月12日上
午，“策游潇湘
‘营 ’ 出 花
YOUNG” 湖南
文旅推广活动在
邵 阳武 冈 市 举
行。 丁当、刘凯、
李莎旻子等明星
艺人出席。 他们
将化身“景区推
荐官”，助力打造
湖南网红旅游目
的地。

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