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2012年湖区24个
蓄洪垸防汛抗旱责任人名单

四、2012年湖区11个重点
堤垸防汛抗旱责任人名单

三、2012年23座大型水库
防汛抗旱责任人名单

一、2012年市州防汛抗旱
行政责任人名单

二、2012年14座市级城市
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名单

市、州 市级行政
责任人姓名

职务

长沙市 张剑飞 市 长

株洲市 王群 市 长

湘潭市 胡伟林 市 长

衡阳市 蒋勋功 副市长

邵阳市 龚文密 代市长

岳阳市 盛荣华 市 长

张家界市 向佐谊 副市长

益阳市 胡忠雄 市 长

常德市 陈文浩 市 长

娄底市 易鹏飞 市 长

郴州市 雷晓达 副市长

永州市 舒平 副市长

湘西自治州 叶红专 州长

怀化市 李辉 市长

城市名称 市级行政
责任人姓名

职务

长沙市 姚英杰 副市长

株洲市 黄曙光 市委常委、副市长

湘潭市 刘建业 副市长

衡阳市 蒋勋功 副市长

邵阳市 周国利 市委常委、副市长

岳阳市 盛荣华 市长

张家界市 李常光 副市长

益阳市 彭建忠 副市长

常德市 卢武福 市委常委、副市长

娄底市 刘益丈 副市长

郴州市 雷晓达 副市长

永州市 舒平 副市长

怀化市 王行水 副市长

吉首市 吴彦承 副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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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严万达 韩娟

近几天， 怀化市民粟女士5岁的
儿子闷闷不乐。 “一个星期没去上学
了，怎么劝都不愿意去。 ”粟女士告诉
记者， 自从儿子上幼儿园大班后，每
天都要做作业。 现在儿子能认50多个
汉字，学会了一些加减法。 她说，人家
的孩子都在学 ，如果不抓紧 ，上小学
后怕跟不上。

3月底，记者在怀化市调查发现，
为了吸引生源，该市城区不少幼儿园
开设的课程有严重“小学化”倾向，而
学生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使得小孩本
该玩耍嬉戏的童年，承受了相当重的
学业压力。

家长：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记者调查发现，怀化城区多家幼
儿园开设了识字、英语、算术等课程，
如果家长有要求，还可以单独进行音
乐、舞蹈等方面培训。

在一家幼儿园， 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该园幼儿从小班就开始认字了。 而
中班按照课程设置， 一学期要把书本
上的字都认完，大概50个左右，加上要
学唱一些儿歌，因此认的字更多。

在另一家幼儿园，幼儿不仅要识
字，数学、音乐都要学。 园方表示，这
些课程都是按照国际通行的幼儿教
育模式设置的，比较科学。 幼儿园一
位老师介绍， 大班孩子既要学汉字，
还要学一些简单的英语句子。

市民汤女士的孩子在幼儿园大
班，她对幼儿园教孩子一些小学课程
持反对意见。 她说：“教一些基本生活
常识，让孩子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就可
以了。 ”

但也有一些家长的想法与汤女
士不同。 黎女士的女儿下学期才升大
班 ，今年初她就开始到处托人 ，要把
女儿送到市内最好的一家幼儿园去。
她说 ：“现在这所幼儿园主要是让孩
子玩 ，我担心孩子太贪玩了 ，以后落
在同龄孩子后面。 上幼儿园，就是要
让孩子学到更多的东西。 ”

“小孩子白天在幼儿园学习，每
天回来还有家庭作业 ， 确实有些辛
苦。 ”家住怀化市委附近的朱女士说，
“但看到人家的孩子那么聪明， 会唱
会跳的，肯定得逼紧点。 ”

记者前不久到一个诊所看病，就
看见一个3岁小孩，在妈妈逼迫下做家
庭作业。 小孩极不情愿，眼泪都快掉下

来了。 记者劝说， 小孩正是好玩的年
龄，别让她学那么多。 对方回答，不学
不行啊，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幼儿园：
多开课主要为吸引生源
“实际上幼儿园也有苦衷，开设多

门课程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生源。 ”
曾在一家民办幼儿园当过幼师的钟女
士告诉记者， 不少家长希望自家的孩
子学得更多，你的课程开少了，家长会
觉得交那么多学费不划算。

怀化城区一家幼儿园开了好几
门课，一位家长表示自家小孩才4岁，
担心学那么多消化不了。 该园工作人
员说 ：“人家的孩子两岁就进幼儿园
了，你家的都4岁了，怎么学不了？ 学
校上课都是按照教材来的，并不是随
便定的。 ”

接受采访时 ， 有幼儿园园长表
示 ，现在民办幼儿园竞争激烈 ，如果
只有文化课 ，没有特色课 ，或者课程
开得太少， 会减少对家长的吸引力。
学生一少，幼儿园肯定办不下去。

话虽如此， 但也有一些幼儿园为
了求利，误导家长消费（如开设音乐、
舞蹈等培训课），也助长了幼儿园“小
学化” 倾向。 比如怀化城区一家幼儿
园，实行外教进班教学，需单独收费近
300元。 有业内人士说，如果民办幼儿
园课程设置没点噱头，很难赚到钱。

专家：
应更多关注孩子身心发展

怀化学院教育系王令训教授认
为 ，幼儿园出现 “小学化”倾向，原因
是多方面的， 比如家长急于求成、揠
苗助长；幼儿园片面迎合家长和社会
需求 ，以博得好的社会名声 ，获取更
多生源； 还有高考制度的错误引导、
教育部门缺乏管理等。

“多开课不符合幼儿心理发展规
律和认知规律，严重影响幼儿健康成
长。 ”王令训表示 ，孩子在幼儿园阶
段， 最主要的是锻炼生活自理能力，
了解一些规则如上课要认真听讲等，
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培养对事物的兴
趣，而不仅仅是识字、学特长。

怀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杨双安表
示， 要有效阻止幼儿教育 “小学化”倾
向，必须提高幼儿教师专业化程度。 幼
儿教师最关键的是要有专业素质，而不
是学历层次和知识水平。幼儿教育中应
淡化语文、数学、英语等具体学科，注重
综合性跨学科课程。幼儿教师要满足幼
儿成长需要，关注幼儿身心发展，解决
每个孩子成长中遇到的难题。

“去 ‘小学化 ’不只是幼儿园的
事，更需要家长配合。 ”王令训建议，
家长对幼儿教育不能粗暴干涉，同时
应在全社会提倡先进的幼儿教育理
念，此外教育部门也要加强监管。

本报记者 郭云飞 杨军
通讯员 龚志 刘洪 阳丽萍

邓宗祥 ： 加快发展是时代的要
求，是人民的期盼，建设“幸福沅江 ”
是我们加快发展的根本目标。

在全省率先开展农村“土地信托
流转”， 去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比
全省平均高1000多元 ； 社会保障水
平大幅提高， 5项基本保险达到全覆
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比照
先进地区 ， 沅江的发展步伐还要加
快。 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沅江市
委书记邓宗祥流露出强烈的紧迫感。
他说，加快发展是时代的要求 ，是人
民的期盼，建设“幸福沅江”是我们加
快发展的根本目标。

邓宗祥是从乡镇基层一步一个
脚印成长起来的，切身体会到群众的
疾苦。 他说， 到沅江工作已有6个年
头，唯有尽职尽责成民祈愿 、增民福
祉， 才能对得起这方热土。 他表示，
“十二五”期间，沅江将实施 “工业强
市、城乡统筹、绿色发展”战略 ，建设
富裕、开放、文明、绿色、幸福沅江，使
沅江成为环洞庭湖经济圈重要城市。
全市地方生产总值力争年均增长
15%，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邓宗祥说，
工业园区、新型城镇化、现代农业和
社会民生“四大建设”是4个驱动轮 。
他介绍，随着“十大标志性工业项目”
的实施， 沅江逐步形成了装备制造、
食品加工、纺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
“十二五”期间，沅江将着力推动产业
升级，打造1个年产值过100亿元的企
业、2个100亿元产业、3个本土上市公

司、4个以上国内知名品牌，园区工业
年总产值力争达到400亿元。

也许是从小长在资江旁，又在洞
庭湖滨工作了15年，谈到建设宜居生
态水城时，邓宗祥格外兴奋。 他说，打
造宜居生态水城和新型工业化城市
是建设“绿色沅江”的重要内容。 经过
几年不懈努力，沅江百姓期盼已久的
城区5湖连通梦想已实现， 死水变成
了活水，“魅力水城”风采初现。 今后
几年 ，政府将投资50亿元 ，带动民间
投资200亿元，推进“十大标志性城建
项目”建设 ，进一步提升宜居生态水
城品位和市民幸福指数。

蓝图在手，贵在落实。 邓宗祥表
示，沅江今年重点抓项目建设 ，促经
济发展；抓作风建设，促民生改善；抓
管理创新 ， 促社会和谐 ， 力争实现
GDP增长14%、财政总收入增长30%、
城乡居民收入均增长12%。

新华社长沙4月4日电 （记者 禹
志明）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4日晚间通
报“4·3”枪击命案情况，称侦破工作取
得重大进展，犯罪嫌疑人已经锁定。

4月3日2时45分， 邵东县公安局
指挥中心接到报案：县城百富广场地
段发生一起命案 ，8岁的受害人谢某
疑被人持枪击中， 送往人民医院后，
经抢救无效死亡。

官方通报称 ，接到报案后 ，邵东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县公安局立
即启动重大刑事案件应急预案，组织
120余名警力迅速开展现场勘查 、调
查访问工作。 经初步侦查查明，男孩
谢某和其父母搭乘三轮助力车路过

百富广场环线路段时， 一声枪响，谢
某被击中左腋部， 造成双肺破裂，引
起大出血死亡。

8岁男孩遭遇飞来横祸， 引发了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邵东县提供的通
报称，通过紧锣密鼓的侦查 ，犯罪嫌
疑人已经锁定，但是没有对人们关心
的枪击案件具体原因进行说明。

据了解，“4·3” 命案是邵东近期
发生的第二起枪击命案。 3月31日下
午，邵东一青年因玩赌博机输钱与店
方冲突被开枪打死，警方在4月1日已
经抓获包括开枪者在内的4名犯罪嫌
疑人，目前正对唯一在逃的游戏店老
板进行追捕。

中国南车风电装机
入围国内十强

本报4月4日讯 （通讯员 曹婷 记者
邹靖方） 记者4月1日从中国南车株洲所
获悉， 据中国风能协会统计的2011年度
中国风电装机排行榜， 中国南车风电以
451.2兆瓦的新增装机入围前十， 年装机
量较上年度增加34.7%。 这是中国南车风
电首次进入前十强。

凭借在轨道交通变频控制领域形成
的核心技术优势和强大的专业化制造能
力 ，2006年中国南车旗下的中国南车株
洲所强势进入风电整机制造行业， 现已
拥有1.5兆瓦系列高海拔风电机组 、1.65
兆瓦全系列风电机组、2兆瓦低风速系列
风电机组、2.5兆瓦濒海/内陆型风电机组
等多款成熟产品， 可满足不同风场环境
与客户定制要求。 2011年，中国南车风电
实现销售收入超过20亿元， 其高海拔风
机的市场占有率目前为国内第一。

中国南车风电先后在株洲、天津、内蒙
古布局建立风电产业基地，面向华南、华北、
东北和西北风能市场，3基地总投资超6.9亿
元，总占地面积715.46亩，可年产近1500台套
风电机组和1600台套风电变流器。

■县（市、区）委书记谈发展

实施“4轮驱动” 建设“幸福沅江”
———访沅江市委书记邓宗祥

邓宗祥 通讯员 摄

邵东8岁男孩被枪杀案侦破获进展

犯罪嫌疑人已锁定

揠苗助长，幼儿园“小学化”倾向严重，专家呼吁———

幼教应更关注孩子身心发展
热线电话：18907312110

4月3日，游客在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的油菜花地里赏花留影。 清明假期，星城长沙春光明媚，郊外田间金黄
的油菜花吸引了踏青休闲的游人。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我省公布2012年防汛抗旱责任人名单
为全面落实防汛抗旱工作责任制并接受社会监督，现将今年全省市级防汛抗旱责任人名单在《湖南日报》

予以公布。 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2012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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