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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左丹）
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
省统一考试将从2018年1月3日开始陆续
开考，1月21日结束，1月27日前公布各专
业类别的省统考合格资格线。 这是记者
今天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的。

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印发的《关于
做好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
专业全省统一考试工作的通知》， 我省
此次艺考共10个专业类别，分别为音乐
类、舞蹈类、美术类（含美术学类和设计

学类）、播音与主持艺术类、编导类（含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和影视节目制作专业）、表演类、书法艺
术和书法教育类、服装类（职高）、服饰
艺术与表演类、摄影摄像类。 各艺术类
专业全省统一考试的科目及分值、地点
及时间安排等详细情况，考生可登录湖
南省考试院官网查询。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 我省普通
高校招生政策规定， 凡报考艺术类专业
（含按艺术类招生的所有专业）的考生必

须选择相应或相近的专业类别参加省统
考。 取得省统考专业合格资格的考生，方
能参加有关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以下
简称“校考”），我省将于2018年1月27日
前公布各专业类别的省统考合格资格
线， 并在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上公示取
得合格资格的考生名单（不另行发放合
格证）。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规定，省属
高校所有艺术类专业、在湘部属高校美
术类专业、省外高校的艺术类高职（专

科）专业、省外民办高校（上海视觉艺术
学院除外）和独立学院的艺术类本科专
业、省外公办二本高校的美术类本科专
业（指以素描、色彩、速写等为主要考试
内容的美术类专业）以及其他不符合教
育部规定组织校考的高校（专业）在湘
招生录取时，直接使用省统考相关专业
成绩，招生学校不得组织湖南考生参加
校考。 上述高校（专业）以外的，可在我
省统考合格生源范围内组织校考，也可
直接使用省统考成绩。

� � �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通讯
员 常徕 记者 左丹）近日，湖南
省第四届高校MBA企业案例大
赛决赛在湖南农业大学举行。 来
自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
范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农业大
学、长沙理工大学等12所高校的
20支队伍，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
逐，最终湖南大学“寻麓”队、湖
南农业大学“朝晖”队获得冠军，
湖南大学“巍巍麓山”队等4支队
伍获得亚军，湖南工业大学“梦
之队4.0”等6支队伍获得季军。

湖南省高校MBA企业案例
大赛始于2014年。 大赛参赛团
队成员均为在校研究生。 本次
决赛， 各参赛队伍均围绕湖南
名茶———古丈毛尖的销售策略
和品牌升级案例进行探讨。 各
支参赛队伍在赛前对这一案例
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分析， 通
过比赛， 用所学专业知识来解
决古丈毛尖在产业升级中的问
题。

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葛建
中表示，MBA企业案例大赛让学
生利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围绕当
前中国企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实
际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切实可行
的解决方案， 并开展同台比武。
之所以要举行这样的比赛活动，
就是要促进全省MBA培养院校
之间的案例教学交流与合作、案
例教学研究与实践，从而全面提
升全省MBA培养的整体水平和
质量。

湖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张立
表示，湖南农业大学MBA教育立
足学科优势， 强化涉农特色，努
力打造农业MBA品牌，为湖南乃
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一
大批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

本次大赛由湖南省人民政
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办、湖南
农业大学承办。 于今年9月初启
动，通过省内各高校的校园预选
赛、初赛和决赛，最终决出20支
队伍参加决赛。

� � �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王成奇)11月20日下午， 第八
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科教
强省”专场学术报告会在湘潭大学举
行。 年会由省社科联主办，以“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为主题，聚焦湖南“五个
强省”战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采
取1个主场报告会和5个专场报告会

的“1+5”举办模式。
会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

长、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名誉
会长吴汉东作了《科技创新、产业创
新与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报告。 他
说， 当前我国制造业知识产权制度
的建设和创新力度不够。 中国制造
业以全球化思维、 全球化布局参与

全球化竞争， 大力提升中国产业化
发展的转化率、产业化率和贡献率，
切实强化以“专利-品牌”为中心的
一体化经营策略。

湘潭大学副校长刘长庚在报告
中表示，发展地方高水平大学，要以
人才培养为中心， 以师资队伍和学
科建设为两翼，狠抓教学、科研、管
理、国际化交流与合作、后勤保障等
环节， 走科研支撑的内涵式发展道
路。

昔日“理科男”
今朝“笔杆子”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杨元
崇）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发行《现代大
学文化立校战略研究》一书。该书作者
是吉首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吉首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李洪雄，是
师生们称赞的“笔杆子”。

李洪雄曾是一名与化学元素周期表
亲密无间的“理科男”，后来跳出“化学元
素”，研习马列主义，又因工作机缘，奋战
在宣传思想工作战线。他把工作当作学问
来研究， 瞄准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策划打造“让需要工作的人成为工作需要
的人”素质拓展等校园文化品牌活动。

带着对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的思考，他由文化实践过渡到文化理论
的研究。 在文化立校的实践与研究中，
他坚持“六个统一”， 即先进性与多元
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继承性与批判性、
普遍性与特殊性、 知识性与思想性、高
雅性与大众性的统一。

《现代大学文化立校战略研究》的
开篇，开宗明义地阐释了“现代大学文
化立校的发展和价值”， 阐明了由此前
物质立校升级为文化立校的逻辑必然
性。 借助对文化立校的现实需求分析，
论证了文化立校对于大学发展建设的
内在合理性，并系统梳理了文化立校的
理论基础。在“现代大学校园文化立校
的框架建构”一章中，作者把对现代大
学的指称和借代，比喻像“家”又像“企
业”，并分别从思想框架、行为框架两个
层面对文化立校的设置框架进行了构
想。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昕昕老师， 你感冒好些了
吗？ 我一直等你来带我们做音乐
游戏呢。 ”11月21日，长沙师范学
院音乐舞蹈系的李昕昕老师收到
了一条手机短信， 发来信息的是
长沙县金井镇蒲塘村横山小学
的留守儿童晨晨。

蒲塘村是省级贫困村，2015
年9月，李昕昕老师带领《奥尔夫
音乐治疗对湖南农村留守儿童
人际交往障碍的干预研究》 课题
组第一次走进横山小学，全校80
多个学生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看
到那一双双渴望被关怀却又害
怕人靠近的眼神， 李老师暗下决
心要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帮
助他们。

从那时起， 不论是否刮风下

雨， 每周李昕昕都往返上百公里
来到学校，将那些孤僻、自卑、内
向的留守儿童们召集在一起，带
着他们一起歌唱，一起游戏，一起
律动。

学校没有专门的音乐教室，
李老师就带着孩子们在食堂空
地、操场上、山坡上开展活动；学
校缺乏器材，李老师就自己动手，
将沙子装进空瓶子当沙锤、 铁丝
穿瓶盖当串铃……孩子们之前没
有接触过正规的音乐课， 李老师
就将他们当地的方言童谣改编成
儿歌。 通过专业的奥尔夫音乐活
动，留守儿童们开始尝试合作，大
胆表达，绽放出开朗自信的笑容。

李昕昕说:“作为一名高校音
乐专业教师， 有一份责任深入到
贫困落后地区， 帮助这里的孩子
敞开心怀，拥抱美好的未来。 ”

湖南省第四届高校MBA
企业案例大赛落幕我省高考艺术类专业统考时间确定

� � � �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罗德发 ） 11月19日，
首届武陵山片区灾难与急救高峰论
坛在坐落于怀化市的湖南医药学院
举行， 来自重庆、 贵州、 湖南等地

的500多名代表参加。
据了解， 灾害医学是集公共卫

生、 急诊医学和灾难管理于一体的
新兴交叉学科。 这次论坛上， 多名
灾害医学领域专家作了学术报告，

详细介绍灾害医学领域的新成果新
进展， 以及灾害医疗救治经验等。
与会专家认为， 应当采取措施， 推
进灾害医学理论研究、 医学救援能
力、 应急响应培训能力的提升， 加
强灾害医学人才队伍、 力量储备以
及装备建设， 加快相关法规制定步
伐。

音乐教育让留守儿童更开朗

“灾害医学”高峰论坛在怀化举行

第八届省社科界学术年会在湘大举办

“吉普赛精灵”
献乐星城
11月21日晚上，由湖南

省文化厅、 湖南省演艺集团
和湖南中华文化促进会等单
位主办的斯洛伐克吉普赛精
灵乐团《恶魔与精灵》音乐会
在长沙音乐厅举行， 给现场
观众带来一场异国他乡的音
乐视听盛宴。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龙文泱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