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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朱移生）22日，长沙市雨花区
举行全区中小学体育工作会议。会上
宣布， 全面实施中小学每天1小时校
园体育活动： 上午安排1次30分钟左
右的大课间活动，下午课后进行30分
钟以上的校园集体体育活动。

一直以来，体育是学校教育的一
条 “短腿”，“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
要，忙起来不要”。体育课程安排不合
理，学校体育经费投入也经常找各种
借口缩减。高负荷的学习压力，稀缺
的体育锻炼，使得学生出现了体质孱
弱，视力不良、超重和肥胖等一系列

问题。为此，近年来雨花区启动“阳光
体育”活动，全力组织学校开展各种
体育活动，各校也积极开展校本课程
研究，跆拳道、柔道、国际象棋等相继
进入该区学校，但体育发展不平衡现
象仍然存在。

今天的会议明确 ， 将全面实施
《国家体育健康标准》，要确保全区中
小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达到95%，优
秀率要达到10%以上，并逐年提高。

为实现这一目标，该区规定将严
格按照国家规定落实和实施体育课
程，坚决杜绝“放羊”课、随意课、低效
课。同时，将推进体育评价改革，学生

的体育课成绩及课余活动将纳入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中。实行高中生体育
考试制度，毕业生体育不达标，将不予
毕业。把每天的1小时锻炼活动纳入对
班级和班主任工作的评比考核，将学
校体育工作纳入校长和学校目标考
核管理。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持续
下降和体育课程、体育活动不落实的
学校，年终学校绩效考核不得评为优
秀。建立健全的学校体育工作机
制和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机制，学
生的体育课成绩及课余活动成
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组
成部分。

该区还决定自明年起，将每年的9
月最后一周定为全区的 “体育节”，以
区、学区和学校为单位分别举行形式
多样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每个学校至
少要组织一次综合性体育运动会和
两次以上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
和竞赛，以班级为单位，做到人人参
与，班班参与，力争每个学生掌握两
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刘飞）11月25日， 邵阳
县九公桥镇一位姓刘的农民在县皮
防站看病买药后，当场报销了部分费
用，他非常高兴。他告诉记者，在医院
门诊看病后，凭居民农保卡 、身份证
和发票， 便可在门诊医保科报销50%
的费用。

据了解，为进一步搞好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工作，方便参合农民报销医
药费用，今年，邵阳县在邵阳市率先

推行门诊直报制。参合农民看病抓药
后， 凭相关票证就能直接拿到50%的
门诊补助 。 据县新农合办负责人介
绍，推行门诊直报制 ，省掉了新农合
办（站）审核报账环节，为百姓带来了
实惠。

目前， 邵阳县参合人数达81.9万
余人 ，参保率达95.8%。今年来 ，获门
诊统筹补助的已有22万多人次，补助
金额1339.31万元；获农村重大疾病补
助的有897人，补助金额1066.51万元。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熊湘平） 《驼铃》 歌声起， 挥泪别军旅。 今天
下午， 武警湖南总队为驻长部队退伍老兵举行
欢送大会。 武警湖南总队总队长赵永平出席大
会， 并前往长沙火车站为即将荣归故里的退伍
老兵送行。

欢送大会上， 赵永平代表武警湖南总队党
委对全体退伍老兵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
意。 他饱含深情地说， 几年来， 大家自觉按照
忠诚卫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忠于职守， 无
私奉献， 践行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三
湘四水留下了大家苦练精兵的身影， 潇湘大地
印下了大家执勤处突的足迹， 回荡着大家抢险
救援的壮丽凯歌， 树立了武警湖南总队 “威武
之师、 文明之师、 钢铁之师” 的良好形象， 展
现了武警官兵护卫 “平安湖南” 的卫士风采。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 昨天上午 ， 30名身着 “大
爱妈妈 ” 红马甲的志愿者 ， 走进岳
阳职业技术学院 ， 给学生开展堕胎
危害讲座 ， 以此拉开了 “大爱妈妈
进校园 ” 公益教育序幕 。 活动发起
人易欣称 ， 堕胎的危害 ， 父母一般
不愿意讲 ， “大爱妈妈 ” 可尽微薄

之力 ， 在岳阳乃至全省大学校园宣
讲， 给大学生一个善意提醒。

今年10月 ， 市民易欣发起成立
“大爱妈妈 ” 团队 。 以母爱为感召 ，
陆续有近50名志愿者加入 ， 其中有
领导干部 、 职员 、 教师与学者等 。
他们在宣讲堕胎危害的同时 ， 给学
生做 “父母+感恩” 的互动报告。

雨花区改革中小学体育教学

每天校园体育锻炼1小时
邵阳县新农合门诊可直报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王继云 谭青松） “通
过QQ视频年检， 我们外地离退休人
员省心多了， 不要长途奔波了。” 近
日 ， 溆浦县均坪镇长期住在长沙的
退休教师姜曼群通过QQ视频年检后
说 ， 如今坐在家里可办年检 ， 让他
们这些住在外地的老人不再为每年
社保年检烦心了。

过去 ， 为防止出现退休老人去
世后家属不报告 、 照样领取社保金
的情况 ， 溆浦县每年对离退休人员
进行生存认证年检 ， 要求离退休人

员本人到社保经办机构见面 。 这样
做虽然防止了 “吃空饷”， 但也成了
一些退休老人的烦心事 。 特别是身
体不好以及随儿女住在外地的老人，
到社保机构搞年检困难较大。 为此，
今年8月起， 县社保局用QQ视频开
展年检 ， 安排工作人员注册了年检
专用QQ号， 专门为家住外地及卧病
在床 、 行动不便的离退休人员开通
QQ视频年检 ， 使他们在家里电脑
前， 通过QQ视频便可完成认证年检
各项手续。 目前， 已有76人通过QQ
视频完成了年检。

QQ视频解了老人烦心事
溆浦离退休人员家里办社保年检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姚家琦 李奇 ） 小儿肿瘤 、
白血病等过去的少见病不断增多 ，
儿童疾病谱发生显著变化 。 24日在
长沙召开的 “2012中国医师协会儿
科医师分会年会暨儿科发展论坛 ”
上透露， 我国儿科医师缺口近20万，
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儿科医学体系
迫在眉睫。

据介绍 ， 当前儿童疾病谱发生
了显著变化 ， 过去的少见病如小儿
肿瘤 、 白血病等不断增多 ， 正在成
为现在或今后的常见病。 意外伤害、
先天性畸形等呈明显上升趋势 。 此

外 ， 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直接导致了
营养过剩性疾病的增加 ， 成人疾病
儿童化也是一大趋势。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兼儿科医
师分会会长朱宗涵介绍 ， 我国总人
口13.42亿， 儿童比例为20.1%， 儿童
专科医院仅有68家 ， 占全国医疗机
构的0.42%； 儿科床位25.8万张 ， 占
全国医院床位数的6.4%。 儿科医疗
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儿科医学现
状已形成严重不对称现象 ， 比照发
达国家标准 ， 我国至少还缺20万儿
科医师 ， 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儿科
医学体系迫在眉睫。

儿童疾病谱发生显著变化
儿科医师缺口近20万

欢送退伍老兵

右图： 11月25日， 长沙火车站， 退伍老
兵与战友告别。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吴建波 摄影报道

（紧接1版）他捐赠1000万元成立邵阳
市文化奖励基金，以鼓励文化工作者
创作文化精品。

2011年7月， 黄玉彪来到了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向
当地一家因资金缺乏面临停刊的双
语杂志社捐赠150万元的交通工具及
办公设备。

20多年来，无论事业处于低谷还
是高潮， 无论生意顺畅还是资金吃
紧，黄玉彪都不忘奉献社会、关爱他
人，他为爱心公益事业的赞助或者捐
款累计已超过6400万元。

“我一生最佩服雷锋，
最愿意学雷锋”

黄玉彪富而思报， 乐善好施，是
受母亲的影响。

黄玉彪的父亲早逝，是母亲含辛
茹苦把他和兄弟们拉扯大。但不管日
子多苦， 只要有人上门求点粮食、帮
把手，母亲从不拒绝。

1965年，17岁的黄玉彪去贵阳做
生意。母亲把他送到了村口，叮嘱他：
“儿啊，你出去赚了钱，可莫忘了穷乡
亲呐！”

从钢筋工学徒做起， 慢慢地，黄
玉彪有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随后，他
又在广东创办了大亚湾广宝实业有
限公司，主营房地产业务。在商海中
几经沉浮，他成为业界公认的“湘商
骄子”，由他投资7亿元打造的华南国
际建材市场是华南地区同类市场的

“航母”。
钱赚得多了，黄玉彪陆陆续续地

捐赠。有人不解，他淡然地说：“我搭
帮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党的富
民政策让我富起来的。不然，我纵有
三头六臂，也好不到哪里去。既然赚
的是人民币，就要反哺给人民。”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平时在公司， 他一个盒饭就是一顿
饭；老家的房子，是上个世纪80年代
建的。 黄玉彪无所谓：“饭能吃饱就
行，房子能住就行。”

黄玉彪说：“我这一生最佩服雷
锋， 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社
会，奉献给了人民。我这一生最愿意
学雷锋，我想把我90%的收入都用来
做好事，做一辈子好事，再以我的行
动带动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家做好
事。”

“还灾区孩子一个家”

黄玉彪做好事舍得花钱，
也更懂得将每笔钱花在刀刃
上。

2008年5月， 四川汶川发
生特大地震。黄玉彪第一时间
赶到了灾区，满目疮痍的景象
和孩子们无助绝望的眼神深
深刺痛了他。他在悲伤之余却
在冷静地思考，既要为灾民解
难，又要为政府分忧。这份爱
该如何表达?

一个孩子的话启发了他：

“我的亲人都死了，呆在这里，我每天
都想他们，想得睡不着觉。”

“救灾关键就是救人 ，把灾民从
恶劣灾害环境中疏导出来，当然也就
改善了施救环境。让他们暂时离开灾
难环境，减少‘触景生情’，就是对他
们最好的抚慰！”几经思考，黄玉彪推
出了一个救助新措施 ： “还你一个
家”。 他计划接汶川县一所受灾学校
的所有孩子来广东的广宝公司读书
生活，全部费用由他负责；待灾区的
学校重建好后，再帮孩子们回家。

“还灾区孩子们一个家 ，是要用
我赚的钱，给他们建一个新家。这钱
是从社会中赚来的，在社会需要的时
候，应当要还人民的养育之恩，尽社
会公民的儿女之情。”黄玉彪如是说。

2008年6月初， 黄玉彪向四川省
教育厅和汶川县政府进行了报告，得
到了他们的积极回应，最终确定将汶

川一所羌族中学———绵池中学的600
余名师生整体转移。考虑到孩子们的
适应能力，最终，这群孩子们被安置
在成都市的一所中专学校内，所有费
用由黄玉彪全部承担。2年多时间下
来，仅房租、教学、生活、管理、医疗体
检、 学生生活费等 ， 黄玉彪支付了
1300多万元。

2011年9月， 由广东省援建的绵
池中学新校舍建成投入使用。师生们
告别生活了2年多的学校和他们的亲
人黄玉彪，返回家乡继续学习。

特地赶去送行的黄玉彪收到孩
子们写的一封感谢信：“彪叔叔，谢谢
您在危难关头伸出的援助之手，替我
们抚平了心底的创伤。我们会带着这
份感恩之心，好好学习，做一个和您
一样心怀大爱的人！”

岳阳“大爱妈妈”宣讲堕胎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