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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强天林 黄伟

“前方道路遭敌破坏，上级命你工程兵
分队立即抢修。 ”受领任务后，分队迅速利用
就便器材和重型机械化桥开展道路抢修,顺
利保障了部队机动。 这是国防科大近日举行
的“强军—2016”工程兵专业技能竞赛的一
个画面。

“毕业学员是基层部队的“脊梁”，其能
力素质直接影响到部队的建设和长远发
展。 ”这次竞赛仲裁委员会主任孙安敏告诉
记者，通过实战性、综合性、挑战性的专业技
能竞赛，全面检验了工程兵专业学员技术技
能和战术基础的训练水平，让学员从赛场上

迈开走上战场的第一步。
在竞赛现场记者看到，参赛队员以战斗

班为单位，遂行工程兵分队机动工程保障任
务，所有课目均设置在全陌生地域，全程实
装连贯作业，刚刚完成道路工程保障任务的
参赛队还来不及喘口气，便要进行下一任务
点情报搜集。 参赛队员刘佳男告诉记者，此
次竞赛不仅课目覆盖面广，而且任务设置紧
贴实战，让自己真正感受到了战场的味道。

竞赛过程中突降大雨， 但比赛并没有中
止，正在进行渡河保障科目的战斗六班刚刚设
置完成渡场准备工作， 浑身便已被雨水浸透；
冒着倾盆大雨，全体队员通过冲锋舟机动到敌
岸，完成桥节门桥的结合，顺利完成了渡河保
障任务。 竞赛裁判员刘卫东介绍，战争不会因

为天气原因而改变，只有在紧贴实战的竞赛环
境中，才能磨炼毕业学员们的“硬气功”。

此次竞赛设置了6个技能科目20项课
题，共有11个参赛班参加，涵盖工程兵道路
桥梁与渡河濒海工程、弹药工程、土木工程
专业的毕业学员。 同时，竞赛还对学员的班
组指挥、敌情观念、战术动作、战斗着装和战
斗作风等5项战术素养指标进行全面考察。

据了解，此次工程兵专业技能竞赛是该
校首届兵种文化周活动的一部分，旨在帮助
毕业学员打牢学历教育阶段兵种专业技能
基础。 活动还邀请了来自陆军参谋部、全军
各工程兵部队、科研院校和武警基层部队的
25名特邀嘉宾参加，融合“教”“赛”“学”“训”
四位于一体，营造了浓厚的专业技能氛围。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
员 黄军山）今年长沙市城区“小升初”微机派
位的时间是6月30日上午，由芙蓉区教育局组
织。 这是长沙市教育局今天公布的“小升初”
微机派位实施细则明确的内容。

《细则》基本原则为“区（县）为主，保入
学；市协调，保公平”，按照单校划片（对口升
学）、 多校划片和配套入学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多校划片的方式为“相对就近、免试入学、
指标到校、微机派位”。 派位方式是依据当年
派位计划数和学生志愿填报人数进行， 当志
愿填报人数小于或等于志愿学校派位计划数
时， 计算机派位系统依据学生志愿自动分配
到该志愿初中学校， 否则按照计划人数随机
分配到该小学对应的其他初中学校。

有双（多）胞胎子女的家庭，在微机派位
前家长可以自愿申请双（多）胞胎子女以捆绑
方式派位到同一所初级中学校就读， 但家长
需要在申请表中明确其中一个孩子作为代表
参加微机派位，其他孩子则共享派位结果。

《细则》规定，提前批招生的特长生、特色
学校招生以及民办和子弟学校招生的，6月15
日之前，家长必须向毕业小学提交确认学校。
配套入学的，6月15日之前已办好配套入学全
套资料的配套生，直接提交市教育局审核。 6
月15日之后配套学校和市教育局均不再受理
新招年级学生配套入学报名。

《细则》要求严明招生纪律。 严格执行公
办不择校，择校到民办，城区初中微机派位后
禁止学生在公办学校之间“二次流动”。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余蓉）5月28
日至29日， 张楚廷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湖南师
大召开。 全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顾问杨德
广、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
应强、安徽理工大学校长张文祥、长江大学党
委书记朱业宏等10余名来自全国的教育学专
家齐聚长沙，并作了主题学术报告。张楚廷以
“感恩我的大学，我的民族”为主题致辞，并与
省内外高校校长举行了对话。

张楚廷现为数学教授、教育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曾任湖南师大校长、党委书记。 他在
致辞中特别提到哲学对他个人的影响， 认为
“哲学决定着一个人的生命品质，决定着一所
大学的办学水平， 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全面繁
荣兴旺。”张楚廷从教52年，出版学术著作111
部，发表论文1322篇，横跨10个二级学科，在
教育管理实践、教育理论研究、教学实践等多
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就。�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

员 张鼎峰)“快看， 湘江边上有飞机在‘空
战’!” 5月28日，湖南首届无人机表演系列赛
在长沙湘江风光带风帆广场开幕，各类无人
机在江边炫技，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长沙航院航模队表演的六机拉烟编队
飞行，拉开比赛序幕。 该编队是“歼十”与“苏
37战机”模型组成，六架飞机在飞上天空后，

身后出现数条长长的“彩色云带”。
在模拟空战中，首先起飞的是两架“敌

机”，接着便是四架“战机”起飞驱赶。 经过激
烈的追逐，战斗咬尾，最终将“敌机”击落。 随
后，来自雅礼天心中学的王柏强表演了3D特
技飞行。 虽然只有13岁，但是王柏强的技术
十分娴熟，操控无人机表演了倒飞、横滚、悬
停等动作，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据了解，与民用航空驾驶员一样，无人
机驾驶员也需要具备专业的飞行知识和操
纵技能，而目前“持证上岗”的民用无人机驾
驶员数量远少于实际操作者。 这个正在高速
发展的行业，还有很多人处于“黑飞”状态。

“只有经过培训考取了相关证件，才具
备飞行的资质。 ”中科大智无人机教育培训
中心总经理张胜逊告诉记者，除了飞行表演
和航拍，无人机还运用到了农业喷洒、电力
巡线、森林防火、应急救援等行业和领域。 随
着无人机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已有不少企业
和爱好者去学习无人机驾驶。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
员 章飞钹）28日， 湖南省宇航学会第八次会
员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 会议梳理和总结了
学会5年来的主要工作,并选举产生第八届理
事会。 国防科大航天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陈
小前当选为新一届理事长。

湖南省宇航学会成立于1979年， 学会设

有航天器、临近空间飞行器、推进技术等12个
专业委员会。近年来，该学会充分发挥航天高
科技的社会影响力，结合学会自身特色，开展
学术交流和研究，组织公益科普活动，成为湖
南宇航科技工作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平
台，为推动中国宇航科学技术创新进步，促进
湖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贡献力量。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余蓉） “幸
运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坚守的人。 创业如同
唐僧西天取经一样， 会面对蜘蛛精、 白骨
精、 女儿国等各种诱惑， 只有经受住了困
难， 顶住了诱惑， 才能取得真经。” 5月29
日， 华自科技董事长黄文宝在中南大学举行
的湖湘大学堂讲坛上， 面对500余名大学生，

畅谈他的创业经。
据了解，湖湘大学堂由省委宣传部、省社

科联主办。除了黄文宝，组委会还特意邀请了
湖南昭泰医疗董事长汤朝阳、 福马投资董事
长周相宇等嘉宾，他们以“创新成才·创业报
国”为主题，分享了自身的创业故事。 中南大
学聘请他们为学校的创新创业导师。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李国斌）今晚，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工程重点扶持项目———湘剧《月亮粑粑》，在
第四次打磨提升后，亮相长沙市实验剧场。演出
所有收入将全部捐给江永县岩寺营乡村小学。

该剧由著名剧作家盛和煜编剧，著名戏剧
导演张曼君担任总导演，湘剧表演艺术家、湖南

省湘剧院院长王阳娟主演。 通过诞生于农耕文
明时期的童谣“月亮耙耙跟我走，我跟月亮提笆
斗……”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千百年来朴素的文
化理念。该剧根据真实人物原型创作，截取三个
不同时期的历史片断，讲述了山村女教师秦雅
云在一个叫做黄荆树的贫困小山村，30年坚守
与奉献的动人故事。把这首古老的童谣，升华为

一位乡村女教师的中国梦。
湖南省湘剧院在创作该剧过程中， 曾3次

组织演职人员到边远山区的乡村小学体验生
活。 王阳娟介绍，第四次打磨修改，重点是对女
教师秦雅云能一直坚持下来做了更合理的安
排。 北京的专家表示，该剧是“现代戏创作的示
范之作”，实现了思想的艺术和艺术的思想有机
统一。

据悉，该剧接下来将在全省进行巡演，并在
9月份晋京演出。

国防科大紧贴实战
磨炼“硬气功”

“歼十”与“苏37”湘江边追逐
湖南首届无人机表演系列赛举行

湘剧《月亮粑粑》第四次打磨后首演

长沙市“小升初”微机派位细则出台
●6月30日上午为派位时间，由芙蓉区教育局组织
●双（多）胞胎子女家庭可申请捆绑方式派位
●微机派位后禁止学生在公办学校之间“二次流动”

张楚廷学术思想研讨会在长召开

湖南省宇航学会选出新一届理事会

湖湘大学堂分享“创业经”

聚焦中考中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