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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教2015年2月12日 星期四7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左丹

2月5日， 湖南省2015届教育部直属师范大
学湖南生源免费师范毕业生专场供需见面会，
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全省14个市州
及相关县市区教育局、 学校负责人， 2015届教
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湖南籍、 部分外省籍免费师
范毕业生与会。

今年我省将有334名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
费师范生毕业。 本次供需见面会共免费向师范
毕业生提供岗位1309个， 其中双向选择就业岗
位921个， 本地生源就业岗位388个。 每一名免
费师范生有近4个岗位可选。 双向选择就业岗位
的招聘对象为湖南省生源的免费师范毕业生，
毕业生可以跨市州、 县市区自主选择就业岗位；
本地生源就业岗位的招聘对象为回生源地县市
区就业的免费师范毕业生。

场面冰火两重天
记者在现场发现， 省市学校展位前场面火

爆， 而一些偏远一点的基层学校却无人问津。
在来自长株潭的学校展位前， 人头攒动，

热火朝天。 毕业生们拿着精心准备的简历来回
穿梭， 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长郡梅溪
湖中学负责人告诉记者， 短短一个小时， 已经
有20多个学生前来咨询， 符合学校要求的也有5
个。 下一步就是试课， 满意的话就直接签约了。

博才实验学校也已接到了10多个学生的简
历。 “有4个学生还不错， 我们会通知他们试
课。” 该校负责人告诉记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其他市县学校展
位前的门庭冷清。 浏阳、 岳阳、 益阳等市州学
校展位前， 问者寥寥。 而桃源、 安化等县学
校， 更是无人问津。 浏阳三中校长张小宝告诉
记者， 去年他曾招到了5名免费师范毕业生，
综合素质高， 又安心工作， 非常满意。 今年他
本想再招收几名， 可是目前这状况， 恐怕要空
手而归了。

空手而归的， 还有常德桃源县教育局。 该
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我们局长在我出发
时嘱咐我， 本地生源生要全部签回来， 外地生
源的只要愿意来， 也有多少要多少。 可是现在，
连本地生源都签到长沙去了， 外地的又怎么愿
意来咯。”

毕业生首选省市学校
陕西师大学生罗伟湘， 学的是英语专业，

是宁乡人。 今天， 她一口气投出4份简历， 却全
投给了长沙的学校， 自己的家乡———宁乡， 她
一份未投。 “长沙的教育环境好， 发展空间大，
我当然首选这里啊。 除非实在没有学校要我了，
我再回宁乡”。

华中师大学生周淑欢也做了同样的选择。
她是湘西人， 简历也全投给了长沙的学校，

“回湘西暂时不做考虑， 即使真的要回， 也只回
到吉首”。

华中师大学生马家灼， 学的是学前教育。
她选择回临澧县一家幼儿园任教， “因为我是
爸妈唯一的女儿， 我想陪在他们身边”。 然而，
像马家灼这样情况的， 实在是凤毛麟角。

湖南省教育厅教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副处
长谢民告诉记者， 这些学生毕业于六所部属高
校， 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出身“高贵”， 就业期待
值自然就高， 从个人职业发展和方便生活出发，
他们更乐意在省市学校就业。 他们受了那么好
的教育， 对自己的职业前途踌躇满志。 省市学
校肯定舞台更大、 机会更多、 待遇更好， 首选
省市学校也是人之常情。”

目标与现实有偏差
2007年， 国家在教育部直属6所师范大学率

先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 目标直指为基层学校
培养优质师资。 然而， 现实却与目标有了偏差。

华中师大对首届免费师范生的调查显示，
学生与省、 市重点校签订协议的比例为83.2%，
而到中小城镇或乡村的仅占16.8%。 北师大、 华
东师大的实际比例更低。 湖南省截至去年已接
收1349名免费师范生， 到基层任教的比例为
40%左右。

桃源县教育局一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一
本院校毕业生来县级以下学校任教的人数几乎
为零， 这将更进一步导致城乡教育的不平衡。
基层学校招不到优秀老师， 也就更难培养出优
秀学生。

谢民说， 吸引优质师资力量， 需要政策导
向， 也需要基层学校自身做出努力。 福利待遇、
工作环境、 个人发展都已成为毕业生选择的重
要条件。 如何创造更宽松的职业晋升通道、 更
有保障的物质条件， 也是值得各基层学校深思
的问题。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彭萍） 记者昨天从湖南省肿瘤
医院获悉， “第二届医药卫生界生命
英雄推选活动” 颁奖典礼日前在北京
举行， 该院护理部副主任汤新辉等来
自全国各地的30名医卫系统优秀代表，
获得“生命英雄” 光荣称号。

据介绍， 本次“生命英雄” 推选
活动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
各省卫生计生委指导， 健康报社主办，
通过群众自发投票和专家评委会共综
合评定出30位“生命英雄”， 包括兢兢
业业工作， 在本职岗位上有不俗表现

的“平凡英雄”； 在疾病预防控制、 卫
生监督、 健康宣教等领域工作成绩突
出的公卫翘楚和在医学科研、 医学教
育领域等取得重大成就的“探索之
星”。

汤新辉荣获的是“生命英雄” 系
列称号中的“平凡英雄”。 30多年来，
汤新辉一直奋战在肿瘤患者护理这个
特殊的岗位上。 不论寒冬酷暑， 她每
天6点半就到病房， 给自理能力低的患
者倒水、 洗脸、 喂饭， 曾荣获原卫生
部2011年“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 称
号。

《活着之上》
阎真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年12月出版
本书是作者继 《沧浪之水》 后的又一部长

篇小说力作， 描绘了主人公历史学博士聂致远
从大学生到教授20余年间的高校人生历程。 作
品以犀利的笔触直面生活潜规则与学术腐败，
生动刻画了以聂致远为代表的不向世俗低头，
恪守道德底线、 守护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形
象。

《爱因斯坦传》
[美] 沃尔特·艾萨克森 著， 张卜天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年11月出版
本书完整揭示了爱因斯坦的人生经历、 性

格特征和思想贡献， 由超级畅销书 《史蒂夫·乔
布斯传》 作者创作， 是爱因斯坦所有文稿解密
后问世的第一部关于爱因斯坦的传记， 内容详
尽、 可读性强， 获美国国家科学院科学传播最
佳图书奖。

《鱼羊野史》 （第2卷）
高晓松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年8月出版
《鱼羊野史》 系列脱胎于2013年东方卫视

的一档节目 《晓松说———历史上的今天》。 第2

卷完整收录作者依照时间顺序， 讲述3-4月中每
一天历史上发生的大事或趣事。 与严肃的讲历
史不同， 书中有很多作者的个人见解和趣闻。

《愿有人陪你颠沛流离》
卢思浩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年7月出版
本书用散文格式， 以时间为载体， 以励志

风格， 将作者日记、 随笔、 笔记、 网络上发表
的文章联系到一起， 描写了作者从求学到工作、
从国内到澳洲留学的生活片段、 旅行见闻， 以
及这个过程中对生命、 人生的感悟。

《褚时健： 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
先燕云,张赋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年11月出版
本书是褚时健本人唯一授权的传记， 讲述

昔日“烟王”、 今日“橙王” 褚时健86年跌宕起
伏的人生传奇， 揭秘褚时健诸多不为外人所知
的、 埋于时间深处的亲历事件， 传递了褚时健
在企业治理、 守业创业与财富播种中的经营智
慧。

《一年级： 你好， 新学校》
湖南卫视 《一年级》 节目组 编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年12月出版

本书以湖南卫视 《一年级》 节目内容为蓝
本， 以充满童趣的语言和细腻温馨的插画， 为
读者塑造出优美的小学校园、 气质独特的明星
老师和精灵古怪的学童们， 探讨了小学寄宿
制、 分离焦虑、 秩序感和异性敏感期、 换位思
考等启蒙教育话题。

《大人孩子都能懂的时间简史》
泡爸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年3月出版
本书是一本没有任何物理基础的孩子也能

看懂的 《时间简史》， 章节与 《时间简史》 一一
对应， 以简洁幽默的语言， 论述现代宇宙学的
一些基本知识， 将孩子带入一个既能理解、 又
可激发想象的宇宙时空。

《中国红色旅游地图集》
湖南地图出版社 编制

湖南地图出版社 2014年12月出版
本书在收集大量中共党史资料的基础上，

全面介绍了我国红色景点 （区） 的地理分布、
景点特色和游览线路， 突出描述了12个重点红
色旅游区、 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和249个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和全国第一至第四批重点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的基本情况。

女护士汤新辉
荣获“生命英雄”称号

科教前沿

基层学校“抢”不到免费师范生

湘版好书榜
（2015年2月）

湖南省“三湘读书月”活动办公室

2月11日，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街道咸嘉新村， 社区居民用环保积分兑换节
能灯。 当日， 岳麓区城管局与咸嘉新村共同举办 “垃圾分一分， 环境美十分” 垃
圾分类环保主题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彭超兰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尹虹）
协同攻关结硕果， 服务决策显威力。
记者今日从省社科联获悉， 他们去年
组织开展的30项重大课题研究， 其成
果继多次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肯定后，
现已大量进入应用， 社科联“联合智
库” 作用进一步凸显。

2014年， 省社科联采取省领导出
题与选题征集相结合的方式， 精选课
题， 组织多学科多领域专家和相关实
际部门领导协同攻关， 形成了一系列
高质量研究成果。 其中， 关于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等9个方面的重大课题研究
成果获得徐守盛、 杜家毫等省部级领
导25人次批示肯定。 《深化湖南与新
疆经贸文化合作研究》 得到中央政治
局委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

张春贤肯定批示， 要求区委政研室对
调研报告建议事项逐条提出落实意见。

此外，省社科联与省委组织部等单
位合作开展的《加强和规范机关基层党
的组织生活管理研究》、《乡镇党代会年
会制的调查与思考》、《高校领导班子配
备改革研究》等课题研究，其成果将用
于今年全省组织工作、 党建工作创新。
《长沙实施大气污染专项治理研究》、
《打造株洲发展升级版建设湖南东大门
研究》、《怀化协同推进大湘西文化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实证研究》、《关于加快建
设湖南长江经济带的政策建议》、《湖南
省特色旅游小镇（村）开发建设研究》、
《社科普及如何与群众需求有效对接研
究》等课题成果都相继在有关市州或全
省专项工作中得到应用。

省社科联“联合智库”
作用凸显

多项课题成果得到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