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科教

A14

责编 唐黛琳

2015 年 7 月 29 日

美编 王澜

星期三

教育部等五部门发令禁止收取军训费

我市部分学校取消新生军训
到底该不该进行军训请您参与讨论
本报讯（记者陈玲）我市部分学校
新生今年将取消8月军训了。 昨天，武
汉晚报记者从市内一些中学了解到，在
教育部颁发的规范教育收费相关禁令
后，已经有学校取消了往年传统的新生
军训安排。
6月3日，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
等国家5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2015年
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
实施意见》，“严禁学校在军训期间向学
生收取军训费、住宿费、交通费、照相费
等费用。 ”
汉口一所中学的校长说，往年军训
根 据 不同 情况 收 费在 100 至 600 元 不
等，涉及到服装、住宿、交通、医药等方

面，今年不能收取这些费用，学校也没
有足够的财力为所有的新生支付，所以
只能取消军训。“可能会安排学生在校
内体育老师的指导下军训三四天。 ”该
校长说。
我市中学组织新生参加军训一直
是多年的传统， 时间安排在一周左右，
学校通常的做法是让学生缴纳一定的
费用后，带到蔡甸、黄陂等一些基地进
行军训，学生食宿都在基地，并由工作
人员负责日常的训练。 按照规定，尤其
在高中阶段，军训是必修内容，已经纳
入综合实践活动的社会实践科目，成绩
记入学生档案。
记者在10多所中学了解到， 省实

验、武汉二中等有五所学校目前没有把
军训列入新生学习计划，华师一附中等
学校则延续了军训的计划。湖北省武昌
实验中学的新生家长刘女士说，学校已
经向家长告知不安排军训的消息，就是
遵守该文件的规定。
不过，学校取消军训的决定倒是获
得了不少家长的支持，支持的原因并不
是收费，而是军训的质量。 在记者随机
调查的20位家长中，17 位 认 为 军 训 没
有意义， 只有3位认为可以锻炼孩
子。
江岸区高一新生家长马荣华女
士 说 ， 听 上 一 届 家 长 反 映，孩子到校
外基地军训，除了居住环境脏乱差伙食

根本不达标之外，训练的内容也非常单
一。
“现在学生军训主要就是训练队
列，缺少一些急救、 野 外 生 存 、 安 全 和
军 事 等 技 能 的 学 习 ，我觉得后者才是
真正应该在军训中学习的。 ”家长曹芳
说。
已经被武汉二中录取的学生张强
（化名）说，与其在大热天里把学生拉出
去集中军训，还不如在平时教学中每个
月安排一两天对学生进行军事教育和
爱国教育，这样可能效果更好。 军训到
底该不该进行？ 怎么军训最好？ 欢迎发
短信至13720333115或新浪微博 @武
汉晚报发表意见。

武大“高颜值”录取通知书撞脸人大?

天天问
学大教育 1对1 课外辅导

武大回应：个性设计不存在抄袭
本报讯（记者王震）武汉大学新版录
取通知书颜值爆表，颇具“中国风”（见本
报昨天14版）， 赢得一片称赞的同时，也
遭到质疑。 有网友指出，该通知书在设
计风格上与去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很相
似，有抄袭之嫌。 昨天武大回应，他们是
个性独立设计，不存在抄袭。
“撞脸”之争在网络上引爆，逐渐使
两校学生加入进来，截至昨天下午4点，
#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抄袭#的新浪微
博话题阅读量已达17.9万。 网友@LN_
落乞调侃：“欢迎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武汉
分校。 ”网友@冯飞的浅草反驳：“一搜一
堆的中国风，人大好意思说自己是原创
的。 ”
27日23点59分，武汉大学在官方微
博上回应称：“目前大家所利用的传统文
化元素符号都是直接从公共资源中调
用，而非真正的独家原创。如何把学校个
性更好地和形式要件充分结合，这才是

今后努力的方向。 ”
几乎同时， 武汉大学官方微信发布
长文《我们到底像不像？ 一种文化传统，两
校个性表达》，用图文回应网上的质疑。文
中称，“近年来， 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借用
传统文化元素已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
而后， 文章从武大和人大两版通知
书的设计理念进行解读， 称武大是从中
国古典素材花纹图库里选用了“龙腾鱼
跃纹”，以强调倡导学生个性发展；而人
大版通知书则主要使用“海水江崖纹”，
以表达“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人才
培养理念。另一个不同是，武大版通知书
选择了有边框设计，想传递“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的道理。 综合来说，武大版的
通知书是紧紧围绕自己的个性需要而独
立设计。
昨天， 武大招办长期负责录取通知
书设计工作的吕晶老师告诉武汉晚报记
者，他们从5月份就开始设计，共设计了

199元体验课报名
仅剩最后3天

武大与人大的录取通知书
6套方案，没有抄袭任何学校。
目前， 中国人民大学招办在官方微
博上置顶了有关去年录取通知书的设计
介绍，但未作回应。

跟踪报道

第二批本科今天征集志愿
本报讯 （记者屈建成 通讯员巩平
实习生曲艺 刘姣姣)昨晚，省招办透露，
第二批本科和提前批高职高专艺术类、
体育类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后， 部分院校
生源不足、部分院校追加计划、部分生源
充足院校因少数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或
因考生身体原因、 单科成绩达不到录取
要求等原因退档后空出的招生计划，今
天面向考生重新征集志愿。 各校具体征
集志愿数详见湖北招生信息网。
考生填报征集志愿统一登录省招办
指定网址http://tbzy.hubzs.com.cn填
报，填报截止时间为今天下午5点。

凡高考成绩达到了第二批本科录取
控制分数线即文史类477分，理工类448
分的考生，可填报二本征集志愿。部分院
校对单科成绩有要求， 建议单科成绩未
达要求的考生不要填报； 部分院校有少
量专项计划未完成， 二本线上未录取的
符合条件考生可以填报。
另外， 个别高校招生计划已全部完
成，特向湖北追加招生计划征集志愿，对
考生高考分数有要求， 高考成绩达到高
校分数要求的考生可以填报， 未达到分
数要求的考生填报无效。
省招办提醒， 第二批本科征集志愿

中有部分为中外合作办学或高收费专
业，学费较高，每年学费1.5万元－6万元
不等，每所学校的具体学费请查询《湖北
招生考试》杂志第6期。
提前批高职高专艺术类征集志愿分
数要求： 美术与设计学类专业统考成绩
162分、文化成绩140分；非美术类专业
统考成绩175分、文化成绩140分。
此外， 凡参加全省统一体育术科测
试且术科成绩达到300分、 文化成绩达
到140分的未录取考生， 可以填报提前
批高职高专体育类征集志愿。

“楚才”为媒

汉台两地举行教育论坛
本报讯 （记者陈玲 通讯员戴亮 王
俊）备受瞩目的“华侨城杯”第31届武汉
国际楚才作文竞赛颁奖典礼将于今天举
行。 汉台两地的校长及教育界代表昨天
齐聚一堂，围绕“教师与学校的发展”这

一主题进行深入交流。
昨天， 来自宝岛的十余所中小学的
校长参观了武汉外国语学校、 武汉市常
青第一学校。
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台湾地

区和大陆山水相连、书同文、语同音、习
同俗、宗同根，在教育方面有很多相通的
地方， 台湾地区基础教育有许多成功的
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只有一个月的时 间 就要
开学了，面临新学期的到来你
准备好了吗？ 武汉学大教育开
设了“个性化暑假衔接收心
课”， 帮助大家顺利过渡到新
学期。
课程内容： 暑假收心/作
业总结、 新初一/新高一学习
思维及方法引导，各科领先课
程，小升初，新初三/新高三备
战冲刺指导
体验年级： 小学一年
级——
—高中三年级
体验学科:语文、数学、英
语、物理、化学
体验课时：3课时 （精品1
对1）
体验价格：199元
体验师资：精选特色优质
教师
体验人数：110人（满员即
止）
体验地点：武汉学大11大
校区
报名时间： 截止7月31日
（仅剩最后3天）
体验时间： 截止8月15日
（根据报名先后顺序排课）
课程模式：从学生的智力
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入手，全程
采用精品1对1跟踪模式，排查
学生学习习惯、学习技巧和学
习动力等一系列因素，找出快
速蜕变、改善学业和规划未来
的最佳解决方案！
服务内容：个性化测评及
学习方案制定 + 3课时个性
化1对1精讲课程+学生成长报
告（3课时教案+学生个性化辅
导方案+结课总结+后续学习
建议）
来学大， 学大更懂学生，
199元体验“个性化暑假衔接
收心课”，全年仅此一次，每位
学子一次机会， 限时抢报热
线：4008855027。
通讯员孙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