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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傅 军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一头连着
民生，一头连着发展。 近年来，我市多措并
举，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越来越
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

2016年我市所辖五个县（市、区）一次
性全部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
（市、区 ）评估验收之后 ，市委 、市政府乘
势而上，提出了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
衡”迈进的新目标。 围绕这个目标，我市
先后出台 《湘潭市建设教育强市三年行
动计划》《湘潭市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工作方案》等多项政策，统筹整合资
源，合理布局建设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将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内容进行责任目
标分解，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为了缩小义务教育发展区域、 城乡、校
际和群体之间的差距， 我市在兼顾全面、统
筹发展的基础上，突出对薄弱学校、特殊群
体的投入、关爱力度，保障真正的公平。截至
2018年底，我市建成农村义务教育合格学校
573所(不含新建、配建)，全面完成了完小以
上合格学校建设任务，提质改造义务教育薄
弱学校488所， 全市90%以上的教室装配了
多媒体设备。 韶山市成为全省第一、全国第
二个成建制推行十二年免费教育的县市。

同时，我市注重改革创新，优化体制机

制。 一是大力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教育教学
改革。2015年至2018年共获评“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省优课349堂，部优课214堂；近
两届我市有17项基础教育成果获省级奖
励；2016年，湘潭获批全省唯一全国中小学
研学旅行实验区。 二是大力推进招生制度
改革。 坚持义务教育免试划片就近入学，普
通高中全面取消择校生、条子生，省示范性
高中指标生比例达50%。 2018年全市超大班
额全面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有89.5%已消
除，经验在国家教育部政务官网推介。 三是
全面推行学区联盟集团化办学改革。 雨湖
区“示范校+薄弱校+农村校”教育生态圈、
湘潭市和平小学、 湘钢一中教育集团等办
学联盟发挥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作用。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我市全面加强城
乡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建立完善“1+N”教
师队伍补充机制，新招聘教师岗位主要定向
到乡镇中小学校，且服务年限不低于5年。健
全国、省、市、县、校五级培训网络,在全省率
先实施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登记制度；建成国
家教育培训项目县2个，国、省级教师培训基
地校42所；组建名师工作室20个，实现基础
教育主干学科全覆盖。多措并举关爱乡村教
师，严格落实乡村教师工资待遇和津补贴政
策，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方面向农村教师
倾斜;全面开展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
轮岗，近3年全市共交流1368人。

� � �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余蓉）从今
年秋季开始， 我国将建立中等职业教育国
家奖学金制度， 用于奖励特别优秀的中等
职业教育学生， 全国每年共奖励2万名，奖
励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 10月9日，记者
从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到， 我省
首批将有1011名中职生拿到国家奖学金。
目前，评审工作正在进行，11月，入选学生
名单将上报至教育部。 12月底前，中职国家
奖学金将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

根据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出台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
学金评审暂行办法》，中职国家奖学金每
学年评审一次，实行等额评审。 全日制二
年级及以上、 表现优异的学生可以申请

中职国家奖学金。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审暂行

办法》规定，在成绩要求上，学习成绩排名
位于年级同一专业前5%（含5%） 的学生可
以申请中职国家奖学金。 学习成绩排名位
于年级同一专业排名未进入5%， 但达到前
30%（含30%）且在道德风尚、专业技能、社
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表现特
别突出的，可以申请中职国家奖学金，同时
需要提交详细的证明材料。

今年是中职国家奖学金政策出台和评
审的第一年， 中央分配我省2019年中等职
业教育国家奖学金名额为1011人。据介绍，
我省教育系统中职国家奖学金将向省卓越
校、国家示范校、国家重点校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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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以光召之名

湖南为基础科学研究召唤光明 多措并举促均衡
整体推进创优质

我国今秋将建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制度

湖南首批1011名中职生将获奖

� � � �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陈薇）近日，在
长沙市星城公证处的全程监督下，第一届“马
栏山杯” 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终评作品名单出
炉，入围选手将于10月27日在马栏山创智园迎
来大赛终评，角逐百万现金大奖。

届时，参赛选手将围绕“创新驱动 融合发

展”主题，通过现场答辩和演示作品实物（模
型），展示作品的市场性、文化性和创意性，角
逐大赛特等奖和金、银、铜奖。获奖结果将于11
月在大赛颁奖典礼上公布。

大赛组委会将于近日公布终评具体流程及
相关要求，晋级选手请关注大赛官网（http://hn-

wc.voc.com.cn/）和官方微信“文创湖南”。
据悉，本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网

信办、省教育厅、省文旅厅、省广电局、省文联
协办，湖南日报社、湖南广播电视台、马栏山视
频文创产业园管委会承办，湖南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 马栏山文化创意投资有限公司全程执
行。 大赛自去年11月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全
国32个省市区、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美国、德
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10个国家共计6458名
选手参与，征集作品10283件。

“马栏山杯”文创大赛终评作品名单出炉
入围选手将角逐百万大奖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9月23日， 湖南师范大学教务处公示了2019
年“周光召班”30名学生的名单。 这些经过层层选
拔的佼佼者， 他们的未来将与中国科学院院士、
“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先生的名字
紧密相联。

湖南自1996年设立 “湖南光召科技奖”
后，现已有以湘籍科学家周光召先生名字命名
的一奖一班一论坛，20多年来， 湖南孜孜不懈
弘扬他“厚德载物，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去
年来，又探索出创新培养基础科学研究拔尖人
才的新模式。 今年90岁高龄，已在病榻上缠绵
多年的光召先生应感欣慰。

11届“光召科技奖”， 18人当选
两院院士

9月21日，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获颁香港
求是科技基金会“求是终身成就奖”；令湖南
人骄傲的是，7年前，湘籍科学家周光召先生就
成为获此荣誉的第一人。 令湖南人更感动的
是，早在1996年，周光召先生就在家乡设立了
一个“湖南光召科技奖”，奖励湖南杰出的科技
工作者。

1996年，周光召先生向家乡湖南捐赠110万
元人民币，用于促进家乡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发
展。 当年，湖南光召科学技术基金会正式注册成
立；基金会设立的“湖南光召科技奖”每2年评选1
次，重奖为湖南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事业
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由省政府颁发奖励
决定并予以表彰，至今共开展了11届评选，已有
62人获此殊荣，其中18人当选为两院院士，被誉
为“三湘院士的摇篮”。 从2018年起，奖金也由每
人20万元提高到每人40万元。

这些获奖的科技工作者中，有“杂交水稻
第二人”李必湖、我国“临床细胞遗传学”的奠
基者夏家辉、 中国生殖工程创始人之一卢光
琇、“中国电力机车之父”刘友梅、中国当代优
秀的轻武器设计大师朱德林、首次提出“极端
制造”新概念的钟掘、车辆工程专家钟志华、桥
梁专家陈政清、中国分析化学的学术带头人俞

汝勤、发明了“侯氏定理”的数学大师侯振挺、
我国第一台深海钻机“海牛号”发明人万步炎
等等。“湖南光召科技奖”已成为我省科技奖励
的一个标杆、一面旗帜，极大地调动了全省科
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有力地促进了我省科技、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一年“周光召班”， 导师制初见
成效

9月25日， 湖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
院物理系副主任潘启沅又为新一届“周光召班”
开始忙碌了。 作为“周光召班”的负责人，他告诉
记者，开设周光召班是湖南师范大学与中科院理
论物理研究所科教融合、协同创新、合作培养高
端物理人才，响应教育部“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
生培养计划2.0版”的重要举措。 从2018年起，每
年面向湖南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新生选拔30人，
实行高规格、精品化的培养。 旨在适应国家战略
需求，培养造就一批有志于将来从事物理相关领
域研究、有潜力成为学术大师的拔尖人才，为我
国著名的科研院所和大科学工程建设等源源不
断地输送优秀的生力军。

一年过去了，2018年招收的“周光召班”30名
学生表现如何？ 最了解他们的是班导师陈松柏教
授。 陈教授总结，和普通班比起来，“周光召班”培
养有四个不一样：目标更远大，学生都明白自己
是要读研继续深造的；师资高规格，每名学生配
备一名导师，每个班配备一名班导师；基础打得
牢，物理学主干课程普通班60多个课时，他们有
80个课时，并重点强化了实践课程，突出了交叉
课程，还增加了项目制课程；激励机制好，今年每
个学生都拿到了2000元的学院奖，以后还有更多
奖学金鼓励。 但学生们压力也大，实行淘汰制，已
有5名学生因成绩跟不上而退出。

和“周光召班”的学生相处了一年，陈教授
欣喜地看到，学生们学习劲头非常足，有些学
生已经在看一些研究生学的知识了，一般要到
大三才能参加的湖南大学生物理竞赛，班上的
学生得了一等奖、二等奖。 而这些学生也并非

“书呆子”，还参加了很多志愿者活动。 班长资
鑫特别喜欢物理，他告诉记者，班上学风很好，

自己每天6点多起床， 每晚要在图书馆呆到近
22时，有的同学已经跟自己的导师接触科研项
目了。

9月20日，学校又从2019级有志于从事理论
物理研究的新生中严格选拔了30人进入 “周光
召班”精心培养。

“光召论坛”启动，学术大师参与
拔尖人才培养

9月18日，省科技厅、湖南光召科学技术基金
会、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和湖南师范大学
共同主办了光召论坛启动仪式暨首期论坛。 湖南
师范大学国际学术报告厅里座无虚席，25名“周
光召班”的学生在前排认真聆听。

启动仪式上，中国科学院欧阳钟灿院士几
度哽咽，他讲述了周光召先生在病床上仍然心
系科学的感人故事，称光召论坛是给今年从事
科学事业65周年的光召先生最好的礼物。他告
诉记者，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今后也将邀请
更多的学术大师来论坛主讲。

启动仪式后，首期光召论坛请来了电力电
子变换与控制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安、电
网输变电设备防灾减灾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陆佳政博士分别作了题为《多维多梯度培养创
新型大国工匠的方法与实践》《电网覆冰灾害
防治技术创新》的主题报告，他们同为“湖南光
召科技奖”的获奖者。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起军勉励“周光召
班” 的学生及青年教师通过学术大师言传身
教，激发学术兴趣和创新潜力。 省科技厅厅长
童旭东期待光召论坛办成我省科技创新的一
个重要品牌、一张靓丽名片。

理论物理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国引
力波探测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岳良始终记得恩师周光召先生的教诲：要对
理论物理有强烈的兴趣， 对自己有足够的信
心，对科学有献身精神。 他说中国梦的本质是
强国梦，强国梦的关键是科技，科技的核心是
创新，创新的根本是人才，人才的基础是教育。
从此重大意义出发，我们应为湖南、湖南师范
大学和“周光召班”的学子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