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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不比吃喝穿戴”、“主动分担家
务”、“不说谎不作弊”、“会自护懂自
救”……8月27日，教育部公布《中小
学生守则(2015年修订)》，其与时俱
进、 务实细化的内容引发人们热议
点赞，留下了“更接地气”、“行为规
范具体”、“适合学生理解、更容易做
到”等好评。

保留 “爱党爱国爱人
民”和传统美德内容

据了解，从2014年起，教育部
组织对2004年的守则进行了修订，
公布了《中小学生守则》(征求意见
稿)，并在网上征求修改意见。其中

“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等
内容一度消失，引发广大网友关注。

但此次新守则亮相， 仍保留了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
产党”的传统内容，除此之外，还保
留了“诚实守信”、“珍爱生命”等仍
具时代价值、体现中华传统美德、应

长期坚持的内容。

增加具体行为“不比吃喝穿戴”
近几年来，有不少网民认为拿网传

的国外“中小学生守则”内容同我国的
相比较，认为国外“不喝陌生人的饮料，
不吃陌生人的糖果”、“背心、 裤衩覆盖
的地方不许别人摸” 等内容更具体实
在，也更具有操作性。

很多中小学校长直言，2004版守
则内容比较宏观，不够具体，学生理解
有一定困难。在具体操作中，有些要求
难以落到实处。

此次新守则广泛听取了群众意见，
补充了一些更具操作性、学生可以做到
的具体行为规范内容。比如“不比吃喝
穿戴”、“主动分担家务”、“自觉礼让排
队”、“红灯停绿灯行”等具体行为规范，
更具操作性。

“这个守则很接地气。”长沙市民范金
梅家里有一名小学生，她认为，主动分担
家务、 借东西及时还等内容具体实在，而
且还能培养孩子勤劳、诚信的优秀品质。

长沙市青园小学大队辅导员张墨

雨表示，新守则对学校来说，就是育人
标准，“守则越具体， 则越具有操作性，
实效性也越强， 我们也就能依据这个
去培养学生。”

不再出现“见义勇为”、“留短发”
旧版守则距今已经10余年， 现在

学生成长发展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此次新守则主动适应时代，增加了
不少颇具时代感的内容，如文明出游、
远离毒品、网络安全、生态环保等。

网络安全方面， 守则要求中小学生
文明绿色上网；生态环保方面，守则列出
了爱惜花草树木、 低碳环保生活等多条
内容。

此外，针对近年来关于中小学生
是否有必要见义勇为、有必要留短发
的讨论， 去年公布的守则征求意见
稿， 在整合中学生和小学生的两个
《日常行为规范 (修订 )》时，就舍弃了
《规范》 中关于见义勇为和留短发的
规定。这次新修订的守则也未含有这
些内容，而是列出“会自护懂求救”、

“坚决远离毒品”等内容。

汪昌莲

教育部网站27日发布《中小学生守
则 （2015年修订 ）》（以下简称 《守则 》）。
《守则 》共9条 ，282字 ，涵盖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 。 除热爱祖

国 、诚实守信等保留内容外 ，新增主动
分担家务 、自觉礼让排队 、文明绿色上
网 、低碳环保生活 、不比吃喝穿戴等内
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中央对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深化立德

树人 、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新的部
署 。此次新版 《守则 》修订完善 ，围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落实立德树人新
要求 ，突出了时代性 。同时 ，遵循中小
学生认知规律和语言特点 ， 充分体现
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 语言高度凝

练 ，表述更加生动 。从这些意义上说 ，
《守则 》更新 ，势必倒逼教育方式的创
新 。

保障新《守则》落地，让新《守则》在
孩子们心田和行为中生根，关键是将守
则各方面的要求细化落实到整个教育
教学工作中， 核心是贯穿于课程教学、
社会实践 、家庭教育 、校园文化和学校
管理全过程。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5100 1 3 2 5 2 6 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4 3000000.0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233 9 8 3
排列 5 15233 9 8 3 6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3783771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李叶）今天，
由湖南省博物馆等14家机构联合举办的“三湘四水集萃：湖南
出土商、西周青铜器展”在长沙开幕，观众们可一次欣赏到“罍
王”、“铙王”、“瓿王”等大批古代青铜艺术精品。

湖南是中国南方发现商周青铜器最多和最重要的地区之
一，出土地点遍及三湘四水。本次展览所展出的展品，或造型
诡异奇特，或装饰精美绝伦，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能给观众
带来独特的艺术享受。2014年备受全球瞩目，掀起“国宝归湘”
热潮，并最终身盖合一、圆满归湘的“罍王”———皿方罍；以超
大体量和夸张纹饰而闻名于世的“铙王”———象纹兽面纹大
铙；有着“瓿王”美誉的兽面纹铜瓿；国内唯一一件商代猪形祭
祀酒器青铜豕尊； 商周青铜器中唯一一件以人面纹为装饰的
方鼎等，都在此次展览中亮相。

此次展览由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广播电视台、谭国斌艺术
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14家机构联合主办。展览地点在位于长
沙市湘江北路与创远路交汇处湘江壹号的谭国斌艺术博物馆
5楼。展览将持续至10月8日。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余蓉）今天，记者从湖南省教
育厅了解到，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湖南省教育
厅决定召开《湖南省实施〈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办法（草案）》的
立法听证会，邀请广大市民报名参加。

据悉，听证会拟邀16名公众代表参加，公民、法人或其他
组织均可提出申请， 申请人需要携带单位介绍信或者个人身
份证件，到湖南省教育厅办公楼302办公室提交纸质书面报名
表，或者把相关资料通过电子邮件（hnsjytzcfgc@163.com）提
交申请。报名在2015年9月14日前结束。听证会将在省教育厅
机关二楼会议室进行，举行时间初步定在9月中下旬，具体时
间另行通知。

教育部新版《中小学生守则》27日网上公布，人们普遍认为其比旧版更接地气 ，更具操作性———

■链接

《中小学生守则(2015年修订)》
1.爱党爱国爱人民 。了解党史国情 ，珍

视国家荣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
共产党。

2.好学多问肯钻研 。上课专心听讲 ，积
极发表见解，乐于科学探索，养成阅读习惯。

3.勤劳笃行乐奉献 。自己事自己做 ，主
动分担家务，参与劳动实践，热心志愿服务。

4.明礼守法讲美德 。遵守国法校纪 ，自
觉礼让排队，保持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财物。

5.孝亲尊师善待人 。孝父母敬师长 ，爱
集体助同学，虚心接受批评，学会合作共处。

6.诚实守信有担当 。保持言行一致 ，不
说谎不作弊，借东西及时还，做到知错就改。

7.自强自律健身心 。坚持锻炼身体 ，乐
观开朗向上，不吸烟不喝酒，文明绿色上网。

8.珍爱生命保安全 。红灯停绿灯行 ，防
溺水不玩火，会自护懂求救，坚决远离毒品。

9.勤俭节约护家园 。不比吃喝穿戴 ，爱
惜花草树木，节粮节水节电，低碳环保生活。

去谭国斌博物馆
看商周青铜器

“罍王”、“铙王”、“瓿王”争奇斗艳

8月28日，“三湘四水集萃———湖南出土商、西周青铜器展”
在长沙谭国斌艺术博物馆开展。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李叶 摄影报道

倒逼教育方式创新

校车条例立法
邀请你来听证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蔡矜宜）
今天，“切尔西正式报价广州恒大后卫
张琳芃”的消息引爆各大媒体，张琳芃
本人也予以回应， 表达了自己留洋闯
荡的决心。

据悉， 恒大为张琳芃设定的转会
身价为1000万欧元， 若切尔西的报
价能够达到这个数字， 恒大“放人”

的可能性较大。 但由于英超存在严苛
的劳工证制度， 张琳芃或许很难立即
在切尔西获得一席之地， 更大的一种
可能性是， 切尔西将张琳芃租借给卫
星俱乐部。

据恒大相关人士透露， 俱乐部希
望切尔西能够确保张琳芃上场并确保
上场时间， 作为最基本要求， 以此继

续与切尔西俱乐部保持联系。 “切尔
西方面迄今不愿透露张琳芃将被租借
到哪家卫星俱乐部， 且无法确保张琳
芃外租期满后能否代表切尔西上场，
风险极大。”

今夏欧洲转会窗口将在9月1日
正式关闭， 张琳芃的转会谈判已经进
入冲刺阶段。

10年磨一剑
久违的“金色”

中国田径终于见金了！ 这枚
来之不易的金牌， 东道主中国队
苦等了7天； 而对于28岁的刘虹，
10年方能磨一剑， 她终于在家门
口将奖牌颜色变成了金色！

“等了5届世锦赛，终于实现
我的梦想。” 刘虹忍不住激动落
泪。 自1999年世锦赛刘宏宇夺冠
后，中国女子竞走队时隔7届世锦
赛再次获得该项目金牌。 而对于
刘虹个人来说， 这枚金牌也是意
义非凡。

2005年刘虹正式进入国家
队，10年一轮回，刘虹是中国女子
竞走队成绩最稳定的一个， 她也
是2006年多哈亚运会和2010年
广州亚运会冠军得主。 然而在世
界大赛的舞台上， 刘虹却总是与
最高领奖台失之交臂———此前4
次世锦赛，刘虹斩获2铜1银，两届

奥运会获得两个第四名， 对28岁
的她来说，剩下的机会不太多了。

本赛季刘虹状态火热，在6月
的国际田联竞走挑战赛西班牙拉
科鲁尼亚站创造了1小时24分38
秒的世界纪录。由于俄罗斯队出于
某种原因集体缺席，本届世锦赛成
了刘虹冲金的最佳机会。

比赛鸣枪后， 刘虹与21岁的
全运会冠军、队友吕秀芝就冲在前
面，交替领走，前5公里还有年轻的
捷克选手尾随，之后的15公里就剩
两位中国姑娘齐头并进。1小时27
分45秒！28岁的刘虹终于打破“大
赛不见金”的魔咒，等来了这枚迟
到的金牌。吕秀芝紧随其后冲过终
点线，获得亚军。两人身披五星红
旗，在“鸟巢”里一起绕场庆祝这场
来之不易的胜利。

包揽金银牌
感谢队友配合

“虹姐拿冠军，我拿银牌，很
开心啦。” 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的
吕秀芝是一名正在崛起的新星。

2013年全运会上，她曾以一肩的
微弱优势战胜刘虹拿下金牌 ，
2014年仁川亚运会，她在刘虹缺
席的情况下获得冠军。

“我们互相配合，我们真的是
好搭档、好队友。”实现梦想的刘虹
不忘第一时间感谢年轻的队友。

比赛最后阶段， 刘虹和吕秀
芝领先大部队进入鸟巢内场，两
人在走进体育场后进行了交流。
她们当时说了些什么？ 刘虹透露
了两人的聊天内容，“最后我们看
冠军已经确保了， 因为都是中国
队员，我们商量最后要不要去拼。
如果拼的话场面可能会很难堪，
当时小师妹说‘就这样吧，我们就
这么走向终点’。”

和这次世锦赛一样， 到明年
里约奥运会时， 中国女子竞走距
离上一次奥运夺冠将有16年了。
终于捅破窗户纸之后刘虹说，“现
在我有世界纪录和世界冠军，明
年里约奥运会， 我更有信心了。”
更何况， 现在她的身边还有好队
友吕秀芝。

在28日进行的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老将刘虹
以1小时27分45秒的成绩，为中国队摘下首枚金牌———

首金现，中国“虹”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切尔西求购张琳芃
恒大开价1000万欧元

■短评

8月28日，中国选手刘虹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发

孩子操行从细微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