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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严洁 文江华

“老胡，我拿到国家二等奖，你高兴
不？ ”

“怎么不高兴，下次给我把一等奖拿
回来，我更高兴！ ”

7月22日，在江苏无锡参赛返程永州
的火车上，一对师生在开心地交流。

就在前两天， 在高手如云的第十九
届中国中小学生电脑制作竞赛决赛场
上，“老胡”指导12岁的蔡君逸，制作微视
频《英语数码故事》夺得初中组二等奖。
蔡君逸系该组别湖南唯一入围决赛的选
手。

其实“老胡”并不老，是位80后，名叫
胡国柱，东安县耀祥中学计算机老师。因
为人随和，跟学生们关系融洽，大家都爱

他叫“老胡”。在他的带领下，耀祥中学近
年来在青少年科技创新方面成绩不俗，
获市级以上奖项120余项，其中，国家级6
项，省级37项。

实际上， 胡国柱的科技教学之路并
不顺畅。

2001年大学毕业后，胡国柱回到母
校耀祥中学任教。

耀祥中学是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
90%的学生都是留守学生。很难想象科技、
创新这些词汇能和这所乡村学校的留守
学生联系在一起。 但经过不懈努力，胡国
柱却做到了让留守学生爱上了科技创新。

2003年开始，胡国柱在县教育局和
学校的支持下， 在全县中小学校中率先
开设科技特色课程， 并组织学生参加一
些科技创新大赛。家长不理解，他就一个
个打电话说服；经费有缺口，他就自掏腰

包，或者找校长特批；参赛时间紧，他就
放弃国家法定节假日。

尽管胡国柱指导细心， 孩子们学得
也认真，无奈学生底子太薄、家长不太理
解，两年下来，胡国柱的科技教学成效平
平，质疑声也随之而来。

胡国柱并没气馁，他创新思路，并在
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增设了传媒、 编导、机
器人编程和3D打印等特色课程，从高中部
挑选60余名喜欢科技特色课程的学生，采
用“放养式”教学，引导学生自主探索。

多年的厚积薄发， 胡国柱指导的学生
频频站上国家、 省市科技大赛领奖台。
2017年10月26日，第八届全国青少年科学
影像节现场，经过技能测试、现场答辩，陈
文滔、伍崇的作品荣获一等奖，系湖南省唯
一的一等奖。 两人因此当选为永州市科协
代表大会代表；2017年11月22日， 学生作

品《我是绿色校园设计师》荣登“青少年科
学调查体验” 全国优秀作品奖榜；2017年
12月，学生作品《荒岛逃生》荣获全国青少
年创意编程大赛优秀作品奖……

耀祥中学也先后被评为湖南省首批
知识产权教育试点校和全国青少年科学
调查体验活动示范校、特色校，以及全国
青少年人工智能活动特色单位。

科技不仅打开了孩子们的眼界，更拓
宽了他们的思维和胸怀。学生陈文滔在胡
国柱的引领下，科技创新如鱼得水，两次
获得国家级奖项，5次获得省级奖项，成为
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候选人，人也因此
变得更加乐观开朗，学习也更加认真。

17年科技教学路，不忘初心。胡国柱
期待着更多的孩子从科技创新中练就一
双慧眼，发现更有趣的自己，更有趣的生
活，更有趣的世界。

火箭军在湘计划招收
定向培养士官430人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通讯员 张少利 李金津 记者
左丹） 7月25日至27日， 2018年火箭军定向培养士官军地
联席会议在长沙举行。 会议透露， 2018年火箭军在湖南计
划招收定向培养士官430人（含25名女生）。

2018年火箭军在湖南3所院校招收定向培养士官， 分
别是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计划430人 （含25名女生）。
涉及电气自动化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计算机网络
技术、 应用电子技术、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机械设计与制
造、 机电一体化技术、 导弹维修等8个专业。 定向培养士
官学制3年， 毕业后取得大专学历 ， 基本培养形式为

“2.5+0.5” 军地联合培养模式， 学生入学后， 前2.5学年的
教育由高校负责， 其人才培养方案由培养院校和军方教学
指导机构联合制订； 后0.5学年为入伍实习期， 由部队负
责， 实习完成后由高校办理毕业手续。 在校时享受普通大
学生评优评先、 奖学金评定和国家助学贷款等同等待遇；
入伍后， 其在校3年学费由国家代偿， 享受现役士官待遇。

会上，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和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分别介绍了定向培养士官经验。 7月27日上午， 军地双
方120余名代表参观了长沙航院跳马校区。取得中医医师

资格有新途径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吴昊) 记者日前从省卫生卫计
委获悉，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出
台了《湖南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
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这是我
省贯彻落实《中医药法》的一项重要配
套改革政策， 它为我省中医类别医师
新增了一条取得中医医师资格途径。

该《实施细则》对中医医术确有专
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的适用范围，考
核报考条件，考核主要方式和内容，中
医（专长）医师的执业注册管理，中医
（专长）医师的继续教育、培训与监管，
考核违规行为处罚， 各级卫生和中医
药行政主管部门职责等内容进行了明
确规定。《实施细则》设定的报考条件
要求跟师或从事临床实践满五年；对
某些病症的诊疗方法独特、技术安全、
疗效明显； 需由两名本省中医类别相
关专业的执业医师推荐。《实施细则》
考核更针对擅长治疗的病症范围相关
的中医基础知识、中医诊断技能、中医
治疗方法、 中药基本知识和用药安全
等，现场陈述问答、回顾性中医医术实
践资料评议、 中医药技术方法操作等
形式对实践技能和效果进行科学量化
考核。

省卫生计生委负责人表示， 此项
制度的设计， 是进一步探索建立更符
合中医药人员培养实际的机制。 省中
医药管理局近期将发布全省2018年中
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公
告，预计将在9月下旬组织现场报名与
初审，11月下旬和12月上旬组织考核。

�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陈尽美）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获
悉， 我国评选出2018年度创新创业典型
经验高校共50所，我省湖南农业大学、南
华大学2所省属本科高校成功入选。

近年来， 湖南农业大学在全省高校
中率先开展“双创”教育，建成了省属高
校中最早的省级大学生创业基地， 同时
培育学科特色鲜明的大学生“双创”项目

296个。近3年，先后有16个大学生创业团
队通过加入畜牧兽医协会、 饲料行业协
会、茶叶协会等，依托行业协会资源进行
创业。

湖南农业大学每年都派出300多位
专家领衔的“双百科技服务小组”深入三
湘四水， 为包括创业毕业生在内的企业
和农户排忧解难。 2017年，湖南农业大学
还聘请94位校友为就业创业导师， 采取

“一带一” 的方式对102名毕业生进行精
准指导帮扶。

南华大学2013年开始建设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学校每年投入200万元设立大
学生创业基金， 用于大学生创业园建设
和资助大学生创业。

2015年， 学校在原工程训练中心的
基础上，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统筹协调
全校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 此外，
南华大学建立了修读类型齐全、 线上线
下相结合灵活多样的课程体系， 打造了
“一中心一园区”的校内创新创业实践平
台，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和推广价值。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左丹 通
讯员 张宇）今天，历时3天的长沙市科学
技术协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沙闭

幕。 湖南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谭蔚泓当
选长沙市科协主席。 两院院士于起峰、印
遇龙、陈晓红、罗安、周宏灏、钟掘、桂卫

华等7人被聘为长沙市科协名誉主席。
本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93名委

员组成的长沙市科协第十二届委员会。
同时， 选举产生了市科协第十二届委员
会主席、副主席、常委。 中国科学院院士
谭蔚泓当选为市科协第十二届委员会主
席。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易禹琳 通
讯员 李依妍） 今天下午，25万名初中生参
赛的第二届湖南省青少年国学大赛迎来总
决赛。 从14个市州代表队中脱颖而出的邵
阳队、张家界队、永州队经过激烈比拼，邵
阳队夺得总冠军，5名选手获“湖湘小先生”

称号。现场，湖南新华书店集团宣布将向全
省贫困学校捐赠价值500万元的图书，其中
帮助100家贫困学校建立“国学图书角”，首
批50家将在2018年完成。

湖南省青少年国学大赛由省关工
委、省文明办、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指导，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 据介
绍，第二届赛事自2017年11月启动以来，
吸引了全省14个市州1670所学校的25万
名初中生报名参与。 比赛内容分为“国
文”和“国艺”两部分，“国文”部分为汉
字、成语、诗词、古文、重要史实、传统礼
仪等；“国艺”则包括传统音乐、戏剧、美
术， 其中包含湖南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传
统技艺、艺术和民俗文化。 由省内重点高
校教授和全省优秀中学老师共计20人为
大赛编写题库，并提供专业指导。�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苏莉）26

日，湖南九龙集团、美国洛杉矶湖南总商
会就华侨国际大厦的合作开发等事宜，
在长沙与美国犹巴琳达市、 美国犹巴琳
达市商会签订正式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美国犹巴琳达市和商会全力支持华侨国
际大厦在美国的招商和推广。

据介绍， 华侨国际大厦是湖南台商
总部大厦项目的重要组成项目， 定位为
美国及海外华人华侨企业在湖南的总部
基地， 由湖南九龙集团与美国洛杉矶湖
南总商会合作开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全球侨商在湖南交流、 展示的现代化国
际化商务中心， 以及为华侨归国发展量
身打造的总部基地和创业摇篮。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于振宇）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获悉，邵

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 副主任周
国利（正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湖南

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 近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
以涉嫌受贿罪对周国利及其妻子李美华
决定逮捕。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高考招生关注让孩子发现更有趣的自己
———东安县耀祥中学教师胡国柱的科技教学之路

我省两所高校入选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

第二届湖南省青少年国学大赛收官
25万名初中生参赛，邵阳队夺冠

华侨国际大厦
合作开发签约

省检察院依法对周国利决定逮捕

精准脱贫
光明行
7月27日上午，长

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
道，眼科医生为市民进
行眼科普查。 当天，长
沙市侨联“精准脱贫光
明行” 公益活动启动，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军烈属、 残疾人等优
先，即日起至2020年，
在全长沙范围内帮扶
实施4000例免费眼科
手术。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长沙市科协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
谭蔚泓当选长沙市科协主席

本科二批平行一志愿投档分数线公布

多所院校投档线
超过一本控制线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左丹） 今晚， 湖南省教育
考试院公布了湖南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二批平行一
志愿投档分数线。 多所院校文、 理科投档线均超过本科一
批控制线。 其中南京审计大学文科投档线为611分， 超过
一本控制线42分； 理科投档线为545分， 超过一本控制线
32分。 广东财经大学文科投档线为591分， 超过一本控制
线22分； 理科投档线为567分， 超过一本控制线54分。

参加该批次录取的院校共计596所， 在湘招生计划为
82900人。 根据公布的投档线， 多所院校超过一本控制线。
其中上海商学院、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海关学院、 上海立
信会计金融学院等院校的文科、 理科投档线均超过一本控
制线， 文科高出16分到28分， 理科高出20分到32分。 此
外， 大连外国语大学文科为599分， 高出一本线30分； 理
科为546分， 高出一本线33分。 浙江工商大学理科552分，
高出一本线39分； 文科597分， 高出一本线28分； 浙江财
经大学理科542分， 高出一本线29分。

湖南高校多所院校投档线接近一本线， 如湖南第一师
范学院文科投档线为564分， 与一本线仅差5分； 理科为
510分， 与一本线仅差3分。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文科为560
分、 理科为503分； 长沙学院文科为557分、 理科为498分；
衡阳师范学院文科为555分， 理科为486分； 长沙师范学院
文科为549分、 理科为485分。

平行志愿投档的规则是， 在上线考生中先按分数优先
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当遇到多名考生同分时， 分别
按语、 数、 外3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再按考生填报
的学校顺序出档。 部属和外省属院校投档时， 档案分中不
含考生地方性项目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