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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王茜）面对网络信息化时
代，你准备好了吗？10月30日至31日，由中央电化教育馆主
办的2018年全国中小学校长“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专项
培训， 在长沙市雨花区长塘里小学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
240多名中小学校长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分智慧校园展示、智慧课堂开放、专家讲座
引领三部分。 智慧课堂同时开放了10节智慧教育示范课。
语文、数学、英语、创客课程、STEAM校本课程等课堂，充
分融合电子书包、动漫、3D打印、中美双师远程、网络联校
等各类平台及网络空间资源，创新融合网络空间与课堂教
学，实现了多种学科、多种终端、多种技术、多种方法融合
创新的智慧学习。

长塘里小学作为长沙市一所连续3年承担教育部人
人通培训工作的基地学校，2016年至2018年累计培训近
2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长、骨干教师。

全国中小学校长
网络学习培训在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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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余蓉）12月16日，2019年
艺术类专业省统考开考！今天记者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获
悉，《关于做好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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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公示。各专业考试时间和地点
考生可登录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www.hneeb.cn查看。

根据教育部和湖南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规定，湖南省
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招生的专业考试实行全省
统一考试（简称“省统考”）。省统考分为音乐类、舞蹈类、
美术类（含美术学类和设计学类，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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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表演、戏剧表演）、书法
艺术和书法教育类、摄影摄像类、服装类（职高）等9个专
业类别，由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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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取得艺术类专业省统考合格资格的考生，不能录取到
艺术类本科专业。参加有关招生高校组织的艺术类专业
考试（以下简称“校考”）的考生，须取得省统考合格资格。
省统考合格资格线将于2019年1月21日前统一公布，同
时在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http://www.hneeb.cn/）上公
示取得合格资格的考生名单（不另行发放合格证）。

大部分高校（专业）在湘招生录取时，将直接使用省
统考相关专业成绩， 包括我省省属高校所有艺术类专
业、在湘部属高校美术类专业、省外民办高校（武汉设计
工程学院部分专业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除外）和独立学
院的艺术类本科专业、省外高校的艺术类高职（专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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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其他高校（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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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考省统考12月16日开考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瑾蓉
吴靖）昨天上午，省公众急救知识技能普及工作推进会在
长沙召开, 省人民医院等31家医院成为首批公众急救知
识技能普及工作试点医院， 覆盖全省的公众急救知识普
及培训网络正在形成。

为全面提升我省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和医疗服务水
平，发挥医院的专业指导、骨干培训和示范引领作用，
此次在全省设立首批31家公众急救知识普及工作试点
医院， 将免费向公众提供急救知识培新， 开展模拟体
验， 同时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公众急救知识普及
提供指导和培训等活动。 推进会上， 作为省级试点医
院、 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发起和主导单位的省人民医
院院长祝益民、副院长向华分别以《急救科普提升院内
救治能力》《急救科普的创作与传播》进行授课，省卫健
委应急办主任石国勇就公众急救知识技能普及工作试
点医院建设标准进行了解读。

省卫健委负责人表示，普及公众急救知识技能，构建
公众自救互救体系，是有效应对各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途径。 全省将以试点医院
建设和教育普及活动为载体，带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社
区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
动”， 力争到2020年构建起覆盖全省的公众急救知识普
及培训网络， 基本形成专业医学救援与公众自救互救有
机结合的卫生应急体系。

湖南搭建覆盖全省的
公众急救网络

湖南日报西昌11月2日凌晨电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陈飚 孙欣）11月1日23时
57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
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第41颗北斗导航
卫星。这颗卫星属于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是
我国北斗三号系统第17颗组网卫星， 也是
北斗三号系统首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该 卫 星 除 提 供 基 本 导 航 服 务
（RNSS） 外 ， 还将提供 短 报 文 服 务
（RDSS）、星基增强服务（SBAS）。其中，
短报文服务在全面兼容北斗二号RDSS
服务基础上，容量提升10倍，用户机发射

功率降低10倍，能力大幅提升。星基增强
服务按照国际民航标准， 提供更高精度、
更高完好性的导航服务。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后续将进行
测试与试验评估， 并与此前发射的16颗
北斗三号导航卫星进行组网，适时提供服
务。根据计划，年底前还将发射两颗中圆
地球轨道卫星。

此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运
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所属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
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这是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的第290次飞行。
“本次发射， 湖南也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据国防科技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校
电子科学学院导航与时空技术工程研究中
心是北斗系统建设的主力军，承担了本次发
射卫星任务中的关键业务———3类载荷单
机及全部核心授权模块的研制，对卫星信号
收发和系统定位精度等起了关键作用。

湖南作为国家级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示
范区域之一，形成了长沙、岳阳两个比较集
中的卫星应用中心，有工程机械、邮政物流、
环洞庭湖城市应用等北斗应用示范工程。

本次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再次向全球
组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将有助于长沙在
未来几年重点实施“1+5+1”战略，打造
“北斗之城”以发展北斗产业。

另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介绍， 在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即将建成、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服务之际，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ICG）第十三
届大会将于今年11月5日，在“丝绸之路”
起点古都西安开幕。 这是我国自2012年
成功举办ICG第七届大会之后，再度举办
该项国际导航领域盛会。

我国成功发射第41颗北斗导航卫星
湖南贡献了重要力量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五、四、三、二、一，点火！”11月1
日23时57分，随着张润红铿锵有力的口令，
北斗三号系统首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
成功。 这是我国北斗三号系统第17颗组网
卫星， 也是长三甲系列火箭发射的第41颗
北斗导航卫星。

本次发射， 中国航天史首次迎来女性
“发射阵地‘01’指挥员”———出生于1982
年的陕西韩城姑娘张润红。

坐镇西昌发射场指挥大厅中最核心的
位置，张润红的脸上看不到慌乱。一道道指
令从她口中发出，任务有条不紊地进行。

“这是我的第81发任务，成为发射阵
地‘01’指挥员是我的梦想。工作12年，我
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在努力。” 张润红告诉
记者。

航天领域是男人堆， 女性比较少。起
初，张润红在低温动力系统工作，这里的
体力活比较多，常常需要高空作业。男同
事们对张润红很照顾，比较危险的活都不
让她干。

可张润红是个倔脾气， 她想像大家一
样为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她剪掉一
头长发，穿着工作服，像一个假小子。从来
没有人想到， 个子娇小的她能和男人们一

样，上100多阶的钢筋楼梯、扛百十来斤的
加注软管、爬几十米高的塔架摆杆……

怀揣航天梦的张润红， 克服专业不对
口、离家远等困难，像她喜欢的小说《斗破
苍穹》里的男主角一样，不断“逆袭”升级。
学完了测试发射流程， 她又马上补习其他
专业的理论知识；熟悉了一个系统，她马上
逼迫自己学习和适应新的系统……她坚
信，最艰苦的地方才能承载最绚丽的梦想，
每吃一次苦就离梦想更近一步。

超过常人的勤奋认真，让张润红一步
步接近目标：从岗位操作手到低温动力系
统指挥员（也是首位女性指挥员），从技术
阵地“01”指挥员到发射阵地“01”指挥
员。

“我曾以为， 如果被任命为发射阵地
‘01’指挥员，我一定会很开心。它真的来
了，我的心情却不是这样的。原本藏在心中
的梦想，变成了军令状，我肩上的责任更重
了。”张润红说。

发射阵地“01”指挥员要熟悉发射场
的20多个分系统、近200个岗位工作的情
况。她找来每个系统的文件和图纸从头学
起，积极向经验丰富的鄢利清、陈政等前
辈请教。

喊口令也不简单。节奏很重要，不能
急也不能慢，还要综合各个系统的状态做

好应急准备，人的精神时刻处于高度紧绷
的状态。张润红特意准备了资料，六七页
纸上有80多个口令。

张润红说：“以前看到一个人，我就是
打声招呼。现在看到一个人，我想得更多
的是他今天有什么工作，对任务有什么影
响……”

发射阵地“01”指挥员是把守最后一
道质量关口的“守门员”，面对高要求的工
作，张润红的倔脾气又上来了。

她会因为测试流程上的细节，和其他
人争得面红耳赤； 也会通宵达旦排查故
障，直至问题解决。

2017年的一次发射前， 操作手向张
润红报告，增压管的压力无法稳定。这样
的问题他们经常遇到，没人把它当回事。

张润红却严肃地说：“不行！我今天就
想知道原因在哪里！”

她带领操作手一次又一
次制定方案，增减气压，观察
结果，终于找到了出现问题的
原因，并及时解决。后来的发
射证明，如果张润红没有刨根
究底，火箭上天后，第3级推进
器会报废， 导致任务失败。截
至目前，张润红已经成功处理
了十余起故障问题。

在张润红的内心深处，她是一位温柔
的母亲。 张润红和丈夫都是航天工作者，
平时很少有时间照顾年幼的女儿。

“我一直对女儿很愧疚。女儿的第一
声‘妈妈’不是对着我叫的，第一次走路不
是牵着我的手，第一次出水痘也不是我在
身旁陪伴……”说到这里，这位平日里如
钢铁般坚强的女英雄哽咽了。

不过，让张润红欣慰的是，女儿非常
理解妈妈。在张润红的言传身教下，女儿
的理想是“像妈妈一样当一名航天女将”。

张润红说：“肩负建设航天强国、建
设世界一流发射场的神圣使命， 我们每
个航天人都应当有雄心。航天雄心，不分
男女、不分岗位、不分级别。只要人人争
做筑梦太空的新时代航天人， 一定能够
创造更多的中国奇迹！”

(湖南日报西昌11月2日凌晨电)

“航天雄心，不分男女”
———访我国首位女性发射阵地“01”指挥员张润红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11月1日晚，星空闪耀。大凉山深处的
气温仅有9摄氏度， 但人们的内心燃烧着
兴奋的火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
架上，将再次迎来激动人心的时刻。

22时20分，离发射还有1个多小时，记
者来到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2号发射工
位约3公里的青岗坝观看平台。

这里及周边已经十分热闹。观看平台
下方的空地上，停了二三十辆小轿车和几
辆写着“中国航天旅游”的大巴车。指挥车
辆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大多数是前来参观
卫星发射的游客。

青岗坝观看平台所在的冕宁县泽远
镇八一村村民沿路摆起了地摊，售卖烤土
豆、煮鸡蛋、啤酒等食物。一位女性村民告
诉记者，她在这里摆摊已经有两三年了。

人们热烈地交谈着，一起等待令人激
动的瞬间到来。

西昌纬度低、海拔高、云雾少、空气透
明度高， 是我国卫星发射的“天然发射
场”，主要承担中高轨、小倾角发射和深空
探测任务。自1984年首次执行发射任务至
今，这里已组织实施122次航天发射任务。

就在10月31日，发射的前一天，西昌
市发生5.1级地震，震中位置距离发射场仅
50多公里。当时，发射任务已进入紧张的
加注发射阶段。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立刻启
动应急预案，工作人员坚守一线，详细检
查各个系统的设备状态，保证了任务按计
划准时推进。

1日，西昌天气晴好，“发射窗口”正佳。
23时57分，第41颗北斗导航卫星从这

里开启了漫长的太空之旅。
今年以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共执行

了9次北斗发射任务， 成功将15颗北斗导

航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率达到百
分之百，为顺利推进我国北斗工程建设打
下了坚实基础。

观看平台前方，亮着白色灯光的山谷
里，发射塔上，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回
转平台的环抱下静立。

喇叭里不时传出各种指挥声和应答
声，发号施令的“01”张润红是我国航天史
上首位女性“发射阵地‘01’指挥员”，这是
她的首秀。

距离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人群越来
越激动。当听到“各号注意，15分钟准备！”
的指挥声，人群发出欢呼声音。

当“10分钟准备”的口令响起，平台上
四处走动的观众迅速奔向第一排，抢占最
佳观看和拍摄地点。

距离发射还有3分钟， 人们开始自发
唱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距离点火升空
进入读秒阶段。

喇叭里传来卫星发射倒计时，现场观
众一起跟着喊：“十、九、八、七、六、五、四、
三、二、一，点火！”

话音刚落，只见火箭底部燃起一团橘
红色的火光，并越来越旺。伴随而来的是
巨大的声响。 火箭像一条橘红色的巨龙，
呼啸着，疾驰着，奔向浩瀚的星空。

亲眼目睹这壮观的一幕，有人说：“我
的心都在跟着一起震动！”

火箭拖着长长的火柱越飞越远，直到
消失不见。发射圆满成功，心满意足的人
们开始撤离。

喇叭里，继续传出各种指挥声和应答
声。参与发射的科技人员，依然在紧张工
作，对火箭和卫星的轨迹追踪，还将持续
一段时间。

(湖南日报西昌11月2日凌晨电)

“心都跟着一起震动”
———第41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现场目击记

11月1日23时57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
发射第41颗北斗导航卫星。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