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0月23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周双文教11

1"#$%&'()*+,-./01+
23456789:(; <=>+?@ABC
DEFGHIJKLMHNO,-P./
01QRSTU+1VWHX4YZ[\]
^_+`aF9bcdefgYhijfk
l_m <

no ! p+?@ABCDEFGHHX
qrYsPtuvwxxx./01yz{
|}~��1+ ��"#$�Q,-�1+
��HXYs78+���H`aF9bc
d�������;

��3��1��'�X�Puj�
�;�1����X(+'�X�;2���
�1�q9q678 h��¡9�¢£¤
¥¦§PX�J¨; © "#$$ oh+ 3�ª
8�«¬+8�«®+�U_u¯°±²
JP�1��³´µ+u¶¶��WP�1
~�_��·¸P¹X1;

!"#!$% !&'()* !"##+

"%&& o ' p &! >+º»¼½; �¢£
¾U8��1��¿ÀÁÂ+ÃZÄÅ�1
��¿À+ÆÇ8�ÈÉÈÄZ%&Êf�

1��¿À;ÁÂË�_1ÌÍÎ<ÏÐ8�
�1��P¿ÀÑÒÓ ÔÕÖ¦×ØPÙ
Ú+"%&" oÛ8ÜÝ´Þ�Îß�1à
"%&()"%&! oá~Þ�âß�1ãOäP
â9Îß�1P��åæ;

1OPçèJ1,f_+34���n
WYZé]^ê_+¢£ë��34ì_í
Jf¨m <îïðñòóô©õAçè1�
1��¿ö÷¿+J1øùÎúûãüýE
Pþ�ÿ�X!"#$%J1ÔQv&+
'(Ý)_���YsPuJ78*+;

,,-¨+X��J;=oh+3�ÈÉ
"#ÄZ./0�1��À�1X2P3
�J¨hÊ+4oV��=5¶�1P¬¥
67;

= ! o+8�8���1 !*(( ¶+�1
�o9õ: $%%++JJ×1_;�1<=
�P>?"#@v78A±;

,"-!./0123456789

�1��BC]^_�XYs+'(Ý
)_78*++ DÝ)_"#@vEF+G
7_��HI��;

u¶¶á¿P�1~�¹�JK��P
1�(1<+ LX)*PM6Nvq�1��
6O_PQRÞ; )*Ys^S_978_+
�T=UgV[WX_9~Y[Z_;

1O,P1[\[]+34^eB_`
�q1_; <abKcAdeEfýHPg
hij4klmn+%o�Hfý�1P�
pá¿;

fýHÿqKc9rs9tÙJ�@u
9+uvw{xyz�H; q{+u¶ &,! |
]P�1�HX7YPtuvw;��}�
�Ysví+��~�17s_�p+�1
����������+1] -,! |+1�

(!,%- |+�\�_78��;
�n+�CB&�vs�1+é���

��P���e�V�1�Uq_;�qf
ý�1�p+@v^SWX+���=Ug
V~���_� (%.;

Þ�+KcAdeEP��@�Ì ¡
n;������=P�=U�aZ¢é�
i�fkl; £�á8¤¥+fýO1v&
¦6KcAdeE4oä\HI§¨ *%%

©-ª; ��HX««·¸ÓfýO1��
��P�(«1m

��P��1+¬P�X(; ���
P>®+¯h¯�°3;

�1��¿ö2±²X³´µ@¶+~
��}X�J·¸NP¹º»¼; �n+u
¶¶H\½¾¦pP1¿~�_º»"#
PuwwºÀÁÂ;

! ! "!#$%&'() !"## *!+,-./0#!123-4/56!7
**89:;<=>)?@ABCDE5FG>7HHIJKL"""

!"#$%&'

:;< =>? @AB CDE

M J >
NOPQ)#
!"# $

$RST ! " UVWCD$

!"#$%&'()*+,-./01
!"#$ 23.456789:;<(=>? %
23@

ABCDEFG)<HIJ/01 !&$$
23.45K01 '"$ 23.LM8NF;

OPQR () 23S
TU#VWXIY/01 ("*! 23.Z

[\] +))) ^Y_`a[bcdefghi
jQklmn,-S

opqrsY/01t (,+ 23Yuv
wxyz{ex|}q~k��qz��Y�
��� - ���Y�� %) ��z�S

�����*+,-Y /01 +&( 2
3S �,-��LM8������ (+))
��J;� Q ())) �3¡yS

¢Mq£¤¥J/01 -&+ 23J¦§
�¨©4�ª$e«¬e®¯°CS

�±²³´pµJ ´p¶·¸¹�º
!*&$ »¼J½¾ % ¿ÀÁ¹Yº +) »¼Y/
01 $% 23@

ÂÂ
ÃÄ¹eÅÆ¹eÇÈ¹e�É¹eÊË

¹ÌÍ¹»ÎÏ©�ÐÑ¢Y ´ÒDÓeÔ
ÕÒÖÀ×eÊØÙÚÛÜ5eÝph<�
��§¥eÞßàfáâÌ4Éã,-äå
æaS

4�,-Yç_èº}éê¿¯4�ë
¯ÀÁìejºìí4ã,-Yç_î�}é
ê¿ïð¯jºñS

ò;óY´p§ôõö÷øNù*³[
bY*úûü~¯/ýþYæ�}éÿ!"#
$úûüY% +)(+ ;&À'(;ù,-L)

æa;~* +)(. ;ù,-L)É+,~-�Y
�§y|.M/0,-e1,-Y+a2e,
34Y567e`[b¯89:;S <;óY
=¢+L)>ì,- -/% �Y?:@M01
-)! 23YABC�eD7ÒEeF4Dpe
��GHÌ>ì+H,-I+07íJU#
VIeK�hHeLÝMNe�����eO
PÔQRýßeSÆOTUÌ#VhHVh
7�*+,-Wß¢Xí!"#$eAYC
EHeZ[ë\pe´q/�}éIÌ,-
a]IÛí´Ò^_`eWaDbeDbsÛ
cdÏ©ÌY¾eÏf/�#Yc²§�g
hijkS

l; * mY´p²ëÛn�op¦ùq
r²ëÛ~Ys_tueqr§uv´p}é
IÛL)¯²2wxY y_z§{|}~e
=�ûü¯��í��l;z§>ì��/
!% �,-¢üùÉ+,~-�Y/01 +/*,-
23Y;2:�01 (++ 23S

,-L)_0�}éûü¯��pS
�Ó¯��e¾�¯��Y*ú/,-L)
��Y4��+�I+07e4��²x�
ß�&e 4¿¿²��»ÎLM×���
�{a,-e ��,-e æa,-¯a�
DY´p§����Y��ôõ² æ�e
²³æaY ¡ñ¢£}éë¤VY ¥¦?
§Y¨?/}é ù̄©ª~«¬YF®¯°

y±¯89²ÐS
@f��æ,-Sz§³;´µ¢,-

L)�¶É·Y¸¹º»¼½¾¿YÀÁ;
2-�Â4YÃÄRæÅù4�-�ÆÇe
4pÈÉÊìe4�ËÂÌ e4Í+ÎÏ
Ðe41Ñr~ ù̄<�4~+Î��YNÅÊ
ì§dÈÉÒÍÓËVÀÔþ2º»ÓË
�Y Õ)>ì,-Öþþ2V×ØÙ¾Y�
Ú/Û¤ÆÇS

*Õþ2Ü,-S ôõ¡>Õ2¯þ
2e>¤�¯ÙÝYÞÜ,-L)S³mß+
ÎÔÔºµàáPâ V,-ËÂâ ã
äþ2YNÅùmþ2em×å~Sæç_v§
dÈÉÊì,-Yvè³méì:�Yêë
NÅùÊìÎí~Y��îÔyåa2eâ 
ïðñòVNßÙÝº»Y ó4ðxÌôY
õxÌôÎ¦ö2¼÷V;�º»¯>ø
ùúS ûüý\�þ¢üÿ�ÙÝY�*Õ
Ù¾!ËYÙ`*úæa,-L)S

Õ)¼½",-S ¦¾�æ�,-L
)Y´p³;#$%®&/,-L)¯º»
¼÷'(Y�2)ó)ÉYÚ;)ó)¤YË
Â)ó)¸Y )*>ì,-ã,¼÷ý+
(+) �3Y NÅö2¼÷V;2¼÷û�
�Y,öº»e��-FS;r�ð�,-L
)./â e./��¯ý0yYð�12
4ã./>ì,-Vù3É,-L)45~í

��6,-L)7R8eº»S
¨©:;`,-S z§9:Õ)ù¡,

-;\�e¡,-ðH8e¡,-<=>~¯
É?Y6,-L)Î¦�§ù@Ðb~AB

ù@Ðb~Í�ð�¯>øùúYl;æçC
>�DfEôe,-L)Ì>ì+Î4¹F
çùG¦eH¦ef¦e¾¦~¯./Í�Y{
ÉVI÷Í�û±ù9:jJe9K��e9
LMN~ ù̄F9~OPYQbÖ�æ�,-
L)SRqrÉSL) % �m�TUVWâ
ÖX %* iYYßÞZ (+ [Y@MWâÂ4
¯ *.,(0S Ã\Ó]^¢+L)Ñ0R_v
`�ab;�TY�©/,-L)¯´p³
2S cN¢üùàD¢I+~ùÉÍ /) °~Ì
,-L)¸äd�Y�§edfW¢)>ì
,-L)ãgY¢üù,-L)hi~àDu
jåSYk&/,-L)l,mnY¨©/
89:;S

^no�Yïp±qrsíÂ>StYo
uvw±xS pyY´pnz{[bûü¯
ü|�5Y�ù*³[bY*úûü~¯}~
�{|YA�,�e¢�a�¯L)mn�
�õ'cYY����¯,-L)+Î�å
��Y´pn¡�9��¯,�OPV��
��¯R��°Y4Î²��aY��L)
��´p¯�?É�¨a�

!!"# ! $ %&'()!

!!!"#$%&'()*+,-./01234

!"#$%&'()*+!" #$% &'(

*$+",-./01
23456789" :4
;< #=>?7" =@A
B$CDE"FGHIJK
LMNO%PQRSTU"
VW.XYZ% [\]^
_`% aO1NbcdA
Bef" RSgQhij
klmno34?pq
&rstu$" vwqlU
Hxy\ABz{' RS
|}AB~��+q�9
��%����%����
m.�K�( ���j�
�_`%NOAB%�V_
`%/�34��%���
;dh�"�����(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通讯员 杨宁 冷冰

记者近日在长沙县听到一件新鲜事：今
年该县7所普通高中招收学生4235人，而县内
中职学校共招收6401人， 读中职的学生人数
超过了普通高中。

在长沙县，学生们早就不再只挤高考一条
道了。去年该县初中毕业生8308人，其中升入
高中的4861人，进入中等职业学校的3447人。

职业教育为何受欢迎？据了解，首先是观
念变了。时代在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
一位学生家长说， 德国约60%的青年不上大
学，而是在接受职业教育后进入社会。一流的
技术工人靠本事，同样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其次是政府合理引导。 面对居民越来越
开放的观念，长沙县因势利导，营造职教招生
良好氛围。利用“职教宣传周”等，通过当地媒

体及宣传栏等加强宣传，引导学生、家长正确
选择，促进初中毕业生合理分流。

再次是现实需要。大学毕业后，一份称心
如意的工作并非唾手可得。 而现在职业技术
课程设计越来越接地气，专业实用。长沙县职
教发展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战略， 重点建好智
能制造（对接长沙经开区）、建筑园林（对接
“百里花卉苗木走廊”等）、现代服务业（对接
临空经济示范区和星沙城区）等专业群，学生
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职业学校也很给力。 国家级重点职业学
校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与三一集团、 上海大
众、望新集团等35家知名企业联合办学，并积
极与三一重工、 广汽菲亚特探索建立现代学
徒制。近3年来，开办了“广菲班”“博世班”“三
一班”等“订单班”18个，学生毕业后就可进知
名企业。校长李浩告诉记者，学生如想继续深

造，也可报考高职院校。
企业对职业教育也越来越重视。 国家一级

建筑企业望新建筑公司在长沙县职专新校区成
立科研、培训中心，每年设立138万元助学基金。
广汽菲亚特等企业给学校捐赠了10余台整车。
卫恩电子、长沙杰雄生物、长沙郎旺服饰等成为
职业教育联办企业。在广汽菲亚特、北汽福田、都
市花乡等企业，还为学校设有实训基地。

为了保证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长沙县从
城市教育费附加中拿出30%以上， 足额拨付
给职业学校，两年共为职教投入4.3亿多元。县
政府还大幅提高职校生经费标准， 达到每生
每年11496元，位居全省第一。

按照国家政策目标，2020年要实现普高、
职高学生“五五分流”。不算外地籍学生，今年
长沙县初中毕业生普、职分流已达到6比4，后
年可望提前实现“五五分流”目标。

� � � �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王文 ）
今天下午，“金茂杯” 长沙市中小学生征文
大赛颁奖典礼在梅溪湖金茂府营销中心
举行，全国政协委员、省文联副主席汤素兰
等来到现场，为获奖学生代表颁奖。

本次征文大赛由湖南日报社长沙分
社、长沙市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
员会)、新湖南长沙频道联合举办，中国金
茂长沙分公司协办。 为期一个多月的大赛
共吸引了长沙30多所中小学在校学生报
名参赛，收到参赛作品5000余篇，创下近
年来该类征文比赛投稿新高。

经过严格评审， 大赛共有595名参赛

选手获奖，其中，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刘懿
嘉、 长郡中学任鑫宇等88人获得一等奖，
湘郡培萃实验中学罗铁心等215人获得二
等奖， 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邓利刚等292
人获得三等奖。

大赛组委会为获奖学生代表颁发了获
奖证书， 部分获奖作品还将在湖南日报报
业集团所属媒体上公开发表。 大赛组委会
还为获奖选手准备了丰富的礼物， 有课程
卡、省森林植物园门票、乐林游乐园套票、
金茂定制充电宝、汤素兰教授签名新书、大
赛纪念明信片等， 所有到场获奖选手都收
到一份惊喜。

泰国职教代表团
来湘交流合作办学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耿星）

今天， 泰国职业教育代表团来到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
院开展合作办学交流活动。 来访的有来自泰国教育部
职业教育委员会、“一带一路”基金会的高级官员，以及
10余所职业院校的校长。

在交流会上，双方就教育信息化建设、特色专业群
建设、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并签订
了职业教育国际交流战略合作协议。 湖南化工职业技
术学院将与泰方院校进行国际教育云平台和智慧教学
系统的对接，进行专业教育标准与师资、课程的输出，
包括平台课程共建、专业教师派出、泰方教师来华接受
培养，专业课程泰国本土化、互派留学生等系列合作。

在“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全面推进的背景下，湖南
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已有美国
日内瓦学院、 加拿大哈利法克斯语言学院等国内外专
家来校交流，并选派多名优秀教师、学生到新西兰、澳
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外学院进行游学交流。

� � � �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龙文泱）
今天， 湖南至德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首届家风建设高峰论坛在长沙举行。

湖南至德文化专业委员会是湖南省
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二级组织， 由省内外文
史研究学者任国瑞、吴恩培、唐德绵、李鄂

权、周唤民等担任顾问。至德文化研究以传
承弘扬吴文化为基础， 将着力于研究和发
展儒家文化、周文化、吴文化、祠堂文化等，
推动相关文物及遗迹研究、保护抢救、利用
开发，推进古谱、名墓、旧祠的文物保护申
报，依法依规开展助学等公益活动。

长沙县今年招收中职学生数超过普通高中学生数———

中职教育为何受青睐
“金茂杯”长沙市中小学生
征文大赛落幕
595名参赛选手获奖

� � � �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杨元崇）
一段段严谨的文字，一幅幅精美的国画，一
个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映入眼帘。10月
22日下午，吉首大学“舒湘汉教授武陵风
骨人物画展”现场，人群熙熙攘攘。数十位
大学新生在名为《毛泽东的国文老师袁吉
六》的画作前驻足，低声私语：“这位老先
生，曾激赏毛泽东‘挽天下危亡者,必期斯
人也’。”

记者在现场看到， 画展展出的风骨人
物画包括抗法名将张世富、 抗日英雄顾家

齐、文学家沈从文、画家张一尊等，都是近
代以来武陵山区的杰出人物。 说及这个画
展，舒湘汉教授坦言：“前几年，我们学校的
文艺学教授张建永鼓动我为近代以来武陵
山区英雄群像作一个‘画传’，我采纳了张
教授的建议。”后来，两人时常在一起讨论
作画或撰文， 以画和文结合的方式为武陵
山区的杰出人物“立传”。

何为武陵风骨？“不贪财， 视金钱如粪
土；不贪生，不贪位，‘不义而富且贵，于我
如浮云’。”张建永如是介绍。

“舒湘汉教授武陵风骨人物画展”开展

湖南至德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

喜庆十九大 颂歌献给党
10月22日，演员在表演混声合唱《太阳出来了》。当晚，湖南省艺术研究院知音合

唱团在省音乐厅上演“红色经典”中国民族歌剧合唱音乐会，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