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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阴转阵雨 12℃～18℃
湘潭市 多云转小雨 12℃～19℃

张家界 多云转阵雨 11℃～24℃
吉首市 多云转小雨 11℃～20℃
岳阳市 多云 11℃～19℃

常德市 多云转雷阵雨 10℃～20℃
益阳市 多云转小到中雨 13℃～19℃

怀化市 多云转阵雨 11℃～18℃
娄底市 多云转阵雨 12℃～18℃

衡阳市 多云 12℃～17℃
郴州市 小雨 14℃～16℃

株洲市 多云 12℃～19℃
永州市 阴转小到中雨 12℃～16℃

8
长沙市
今天，多云转阵雨，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
北风 ２级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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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6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陈平 张宏）近日，株洲市天元
区委、 区政府为该区教师心理健康咨
询中心授牌， 并宣布成立全区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 当天，该区
还特邀湖南师大心理学教授肖汉仕等
专家作专题讲座， 对全区37所中小学
校校长、500多位班主任进行心理健康
教育培训。

作为全省首批教育强区创建示范
区， 今年初天元区决定， 在继续抓好

“均衡教育、活力教育、智慧教育”的同
时，致力用“心”打造“幸福教育”特色
品牌， 全面推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
展，实现天元教育引领全市、影响全省
的目标。 据悉，该区“幸福教育”提法，
在全国教育界尚属首次。

天元区教育局局长董运喜告诉记
者，“幸福教育” 即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
着手，让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也包含了关
爱教师， 让全体师生身心健康， 快乐工
作、学习和生活。区里采取了建立师生身

心健康档案、建好学校“心育”硬件设施、
搭建教师“心育” 研究平台等一系列措
施，整体提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

为搞好“幸福教育”， 天元区投入
100多万元，先后在银海、泰山等学校建
成体质监测中心及未成年人心理辅导
总站、学校心理咨询室等。 记者在
泰山学校看到，设在这里的未成年
人心理辅导总站面积600多平方
米， 配了8个专业心理健康教育功
能室，并开设了“心灵屋”QQ工作

群与热线电话，免费为全区学生、教师
和家长提供心理咨询和辅导。今年区里
还将投入60余万元，重点加大教师心理
健康咨询中心建设，每年为教师进行体
检，并定期开展“心育”宣传、培训、研究
活动。

本报3月26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罗玲 段萍 ） 到今年秋季开
学， 长沙市雨花区新建的砂子塘湘
天、 砂子塘五矿等7所小学将落成开
学， 又有6600名新生可享优质教育的
阳光雨露。 这是记者近日从雨花区教
育局获悉的。 区教育局局长喻小健告
诉记者， 雨花区5年新增两万余品牌
学校学位， 仅去年， 该区教育投资就
达9.63亿元。

雨花区是长沙市的基础教育大
区， 区属中小学 43所， 在校学生
74000多人。 其中， 农民工子女入学
人数占全市的35%。 雨花区委、 区政
府把加大教育投入、 促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 利用区
域内优质教育资源， 克隆了一批品牌
学校， 如区域里享誉三湘的砂子塘小
学， 2007年仅1处校址， 容纳学生不
足2000名。 近几年， 雨花区使出“百

般武艺”， 砂子塘变一为四， 生源突
破1万人， 今年秋季又将新添2所。 除
此之外， 区内的枫树山、 长塘里、 育
新等品牌学校， 也由3所“蝶变” 为9
所。 雨花区还合作新办起6所品牌中
学。

一手抓品牌学校复制， 一手抓薄
弱学校改造。 全区所有学校都配有计
算机室、 投影仪， 所有操场都铺有塑
胶跑道。 今年， 雨花区将对20所学校

再次提质改造。
早在2004年， 雨花区率全省之

先， 开门接纳农民工子弟入学。 如
今， 雨花区敞开大门， 农民工子弟可
与本地孩子一样享受“就近入学” 和
“一费制” 政策， 教育公平的阳光普
洒雨花大地， 农民工子弟占全区学生
总数41.55%。 教育的均衡发展， 让雨
花区教育园地生机勃勃， 连续多年，
在全省教育督评中夺魁。

本报 3月 26日讯 （通讯员
杨石明 记者 郭云飞） 今天，《益
阳市2013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计
划》正式出台。 按计划，该市今年
将实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41个，总投资42亿多元。

计划实施的141个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包括道路桥梁建设、
公园绿化美化、 水气管网改造以
及环卫设施、电力通信设施、交通

水利设施、市场基础设施、公益性
项目建设等8大类。 其中10大标志
性重点工程分别是： 一江两岸开
发建设工程、 城市棚户区改造工
程、资江五桥建设前期工程、益阳
大道提质工程、 会龙山公园建设
工程、梓山湖市民广场建设工程、
“两河”综合治理工程、梓山湖文
化中心建设工程、 安置房建设工
程、城市创卫“万小”工程。

本报 3月 26日讯
(记者沙兆华通讯员何
云雄）25日， 记者从江
永县民政局获悉，该县
启动了以“合力保学、
快乐成长” 为主题的
“流浪孩子回校园”专
项行动。

专项行动将推行
“民政牵头、部门负责、
社会参与” 的工作机

制，针对利用未成年人
卖花、卖艺、散发小广
告等隐性乞讨行为，加
强综合治理，教育引导
父母及其家庭履行监
护责任，妥善安置照料
无人监护的身处困境
中的未成年人，并根据
被救助孩子的个体情
况，安排其接受相应的
义务教育或替代教育。

本报3月26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罗健康 马永忠 赵

志高 戴求兵 ） 今天上午， 邵阳
市第十届纪委第四次全会暨全市
反腐败工作会上宣布， 对175名
违反作风建设规定的干部职工进
行处理。 其中， 处级干部5人、
科级干部29人。

去年来，邵阳市围绕强作风、
提效能、优环境的目标，扎实开展
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 先后出台
了进一步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10
条规定、 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密

切联系群众的规定等。 市作风办
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明查暗访、交
叉检查等方式， 对市直机关单位
和各县（市、区）的上班纪律、公车
使用、会风会纪、“三公”消费等情
况进行督查。 全市共发现违反干
部作风建设规定的干部职工175
人，其中上班时间睡觉、上网玩游
戏、看影视剧、炒股、网购、网聊、
看网络小说和买彩票的152人，打
牌的9人，洗脚按摩的6人。 另外查
出公车私用8起8人，其中7起为接
送小孩、1起为购物。

天元区打造“幸福教育”

雨花区今年新建7所小学共享优质教育
阳光雨露

让师生健康
快乐工作学习

江永启动
“流浪孩子回校园”行动 3月24日，孩子

们在跳健美操。 当
天， 张家界市天门
小学31名党员教师
开展 “倾献党员爱
心，关爱留守儿童”
结对帮扶活动 ，党
员教师和孩子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互动

活动， 还给帮扶的
孩子送上衣服 、文
具等礼物。

邵颖 摄

益阳城区投资42亿扩容提质

邵阳175名违规干部职工受处理

本报3月26日讯 (记者 廖声

田 通讯员 吴勇兵 ) 3月25日下
午，在张家界火车站，由湖北武汉
市400余名市民组成的“快乐张家
界春游之旅”首趟专列顺利返程，
而第二趟旅游专列将于4月10日
发出。 据了解，今年武汉直抵张家
界的旅游专列将计划组织17趟，
累计输送游客过万人。

江城武汉是张家界重要的旅

游客源地之一，2012年进入武陵
源核心景区的武汉游客超过12万
人。 3月中旬，在张家界市武陵源
区委组织下，环保客运公司、宝峰
湖景区、黄龙洞景区等8家旅游企
业联合在武汉举行“远离雾霾，踏
青张家界”春季旅游产品推介会，
山峻、峰奇、水秀、峡幽、洞美的
“张家界地貌” 风光吸引当地100
余家旅行社热捧。

武汉17趟旅游专列发张家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