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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彭 左丹
通讯员 何文

10月14日，湖湘智库研究“十大
金策”推选评选结果出炉，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彭小奇的《强化教
育扶贫力度 创新免费师范教育》，成
为高校组10篇参评作品中，唯一入选
“十大金策”的作品。

“该研究建议具有较强战略性和
储备性，对有效解决当前我国农村教
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问题，
在全国农村教师培养方面具有重大
推广应用价值，对推进精准‘教育扶
贫’，大力发展乡村教育事业，全面提
升农村教育质量，也有重要的战略价
值。”专家如此点评。

从2006年起，湖南在全国率先启
动农村小学教师免费定向培养计划，
承担单位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以下
简称“湖南一师”)。10年间，湖南14个
市州、110个县市区、1939所学校，都
出现了湖南一师免费定向师范生的
身影， 为基础教育最薄弱的环节，注
入了最坚实的扶贫力量。

公费培养———
70%的毕业生为家庭

贫困、成绩优秀的农村学生

19岁的朱辉煌是湖南一师“初中
起点六年制本科层次农村小学教师
免费定向培养计划” 大三的学生，她
的妹妹朱辉煜是这个项目大二的学
生。姐妹俩7岁不到的时候，父亲因病
去世，母亲改嫁。两人由仅靠低保和
种田为生的爷爷奶奶抚养长大。初中
毕业后，满分1000分的中考，成绩优
异的朱辉煌考了911分。

家庭难以负担高中学费。为了减
轻爷爷奶奶的压力，朱辉煌报考了湖
南一师的免费师范生项目并被顺利
录取。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朱辉煌心无
旁骛地投入到学习中，不仅课业成绩
优秀， 爱好文学的她还在《湖南日

报》、《中国工人报》 等媒体上发表了
作品。她告诉记者：“现在的我，越来
越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由省财政提供培养经费，免除学
费、住宿费、军训费和教材费，每学年
还有500元生活补助，免费配发7套校
服等优惠政策的免费师范生计划，吸
引了一大批与朱辉煌姐妹俩一样成
绩优异的贫困学子。桂东县2014年免
费师范生的录取名额才35人，2015年
是197人，2016年激增到344人。

10年来，从湖南一师毕业的免费
师范生近6000人，其中70%为家庭贫
困成绩优秀的农村学生。

定向回巢———
上学一人，就业一个，脱

贫一家

农村小学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既
给农村贫困学生免费读书机会，又保
障就业工作。

该计划采取按需培养、定向就业
和定期服务模式，免费师范生毕业后
由定向培养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
负责落实任教岗位和编制，实现定岗
到校，真正实现了“上学一人、就业一
个、脱贫一家”。

“做一个农民般的教师，相信只
要付出就会有收获……”新晃侗族自
治县新寨小学教师蒲晴发表这样的
励志演讲。 蒲晴是湖南一师2006级
免费师范生，2011年毕业回到新晃任
教后， 潜心扎根基层，2013年任学校
教导主任。她曾获“湖南省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她根据留守儿
童张小欢在学校幸福成长的故事，创
编了音乐剧《让留守的心不再孤单》。
该剧故事情节感人，被澳门中华学生
联合总会邀请赴澳演出。

蒲晴这样“十八般武艺”俱全、符
合农村小学实际教学需要的全科型
教师，只是湖南一师免费师范生项目
培养的诸多毕业生之一。

2015年上半年， 湖南一师对

2011年至2014年毕业的4届3577名
免费定向师范生调查，发现已有3255
人受到县级以上奖励 ， 比例高达
91%；其中，335人成为所在学校校级
或中层管理骨干。他们扎根农村基础
教育，不仅成就了自己，也使家庭脱
了贫。

补齐短板———
1个优秀小学教师，325

个家庭的扶贫希望

湖南一师毕业的2014届免费师
范生扶校航，因工作出色，当上了桂
东县大塘乡盆洞村小校长。桂东县只
有23万人口，像扶校航一样的湖南一
师免费师范生就有145人。“每个人都
像打了鸡血一样努力工作。” 该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邓子成说。

农村小学教师定向培养计划，补
齐了乡村教师这块短板，又从根子上
进行了教育扶贫。

湖南一师党委书记彭小奇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培养一个优秀小学
教师，根据合同至少能回乡为基础教
育服务5至8年，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
可能性较大。按照60岁退休算，小学6
年一届，他就能带6届半学生；一届50
个学生， 能保证325个农村学生接受
到良好的小学教育。 培养1个优秀的
农村小学教师， 能让325个农村贫困
家庭看到脱贫希望。

“从2011年到2015年，总共4175
人毕业。其中，4040名毕业生已履约
上岗，3878名学生在乡镇以下学校任
教。”彭小奇告诉记者，所有免费师范
生的平均履约率达到96.77%，在乡镇
以下小学从教率达到了95.99%。

今年6月15日， 湖南一师首届初
中起点6年制免费定向生毕业， 在自
导自演的毕业晚会《梦从这里启航》
上， 他们以优美动人的歌舞表现了

“放飞青春梦想，献身农村教育”的信
念和决心。新一届的1360名毕业生已
回到家乡，回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最坚实的“教育扶贫”力量
———聚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免费师范生教育

科教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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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李
国斌 实习生 张靖 ）今天下午，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花鼓戏声腔音乐
编曲人才培养”结业典礼在湘江剧院
举行。这是去年湖南省首个获得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的人才培养项目。

结业典礼现场， 学员们展示了
《送别》《春雨》《组长扶贫》 等15组花
鼓戏声腔音乐编曲作品。这些曲目均

由学员们在创作阶段完成。他们的精
心编排以及对剧本理解的全新视角，
博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据了解， 该项目于今年6月15日
启动， 共有来自全国9个省份的30名
学员参加此次培训， 培训共分为3个
阶段，即集中授课，采风创作，以及汇
报演出的创作、排演。

花鼓戏是一个流布广泛、生命

力旺盛的剧种，但目前很多花鼓戏
院团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出现了
后继无人、传承困难、音乐创作人
才缺乏的局面。 本次人才培养，是
为了加强花鼓戏音乐创作队伍的
建设，提高各专业院团花鼓戏音乐
创作人员的艺术素养和创作能力，
推动全国花鼓戏艺术创作水平再
上新台阶。

首个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人才培养项目结业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李亚曼 王涵）近期，秋
雨绵绵，气温波动频繁。长沙市疾控
中心今天发出健康提醒：老人、儿童
等体弱人群容易罹患疾病， 学校、托
幼机构等集体单位容易出现传染病
聚集性疫情，要注意防范。

秋季早晚温差大， 易致脾胃虚
寒， 细菌或病毒感染容易引发腹泻。
专家提醒，深秋时节，饮食上不要贪
凉，多吃温润、清淡、细软易消化的食

物；勤洗手、喝开水、吃熟食；集体单
位食堂要把好采购关、贮存关、加工
关、 出售关； 食堂设施注意防尘、防
潮、防鼠、防蝇，并保持食堂用具清
洁；食堂工作人员要注意保持个人卫
生。

儿童要注意预防流行性腮腺炎
和水痘。 流行性腮腺炎常见于2岁到
15岁的儿童，传染性强，学校、家长一
旦发现孩子患腮腺炎，应立即隔离直
至腮腺肿大完全消失。教室、居室要

定时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流通。患儿
生活用品、玩具、文具等采取煮沸或
曝晒等方式进行消毒。 水痘的传染
性、致病性很强，一般是通过飞沫和
直接接触传播，也可通过污染的用具
传播。妊娠早期感染水痘，可引起胎
儿畸形。及时接种水痘疫苗，可以有
效预防水痘并降低日后患带状疱疹
的风险。

此外，近期还需重点防范手足口
病、流行性感冒等易发传染病。

秋雨绵绵，长沙市疾控中心发出健康提醒：

注意防范传染病聚集性疫情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曹辉 蒋睿
张杰 郭杰）今天，湘潭县在彭德怀纪念
馆举行“彭老总回家了！”———纪念红军
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活动。 电视连续
剧《彭德怀元帅》全体主创人员肃立在
彭德怀铜像前， 向彭德怀铜像敬献花
篮，并深情三鞠躬，表达缅怀之情。

《彭德怀元帅》主演董勇在接受

采访时说，此行除了与纪念馆的游客
进行互动外，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给
彭老总扫墓。能够出演彭老总这一角
色是莫大的荣耀，是对自己灵魂的洗
礼，彭老总的精神将影响自己一生。

今年5月20日， 革命历史题材电
视连续剧《彭德怀元帅》在央视一套
黄金时间首播， 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随着该片的热播，彭德怀故居的游客
数量也日渐走高。据纪念馆负责人介
绍，从7月开始，每个月的游客数量同
比增长了30%左右，今年总游客量有
望突破120万人次。

湘潭县委书记傅国平表示，彭德
怀元帅体现了湘潭县人耿直、能吃苦
的精神品质， 是湘潭县一张文化名
片。他们将按照文化旅游助推经济发
展的思路， 倾力打造红色旅游大品
牌，着力创建国家级5A旅游景区，把
元帅故里建设得更加美好。

“彭老总回家了！”
《彭德怀元帅》全体主创人员来湘潭缅怀彭老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