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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向晓玲 张建辉）近日，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
部“根在基层”政策调研团一行，先后深入泸
溪县武溪镇、浦市镇、潭溪镇等乡村学校，通
过实地考察，集体座谈和个别访谈等方式，全
面了解该县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落实情况，认
为该县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在全国贫困地

区走在了前列。
据悉，该县制定了《泸溪县乡村教师支持

计划实施细则》， 于2009年率先实施了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制度，目前，该县农村教师每人每
月生活补贴达6000元至1400元； 先后投入资
金7000多万元，建成农村教师住房1500多套，
确保了乡村教师人人拥有一套住房；坚持评优

评奖、职称评审向农村教师倾斜，将80%的指标
分配到农村学校。2016年，该县隆重表彰教师141
人，其中乡村教师达110人，乡村“最美教师”奖金
每人高达5000元。加大乡村教师关爱力度，该县
每年对全县教师进行一次免费体检。并深入实施
“互济互惠”工程，每年春节前后，组织走访慰问
特困教师180多名，发放慰问金10万余元。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周闯 唐明波）中小学知识产权教
育已提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重要
日程。今天，由省知识产权局主办的全省
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班在长沙举行。
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刘跃红透露，该局在
顶层设计上正研究出台省级中小学知识
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工作方案，并加大师资
培训力度，在工作经费等方面给予一定支
持。

国家正在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在
青少年阶段进行知识产权价值观的培养，
将会影响到我国未来公民的知识产权意
识。自2015年起，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教
育部启动了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

示范工作， 目前我省有3所学校进入了国
家试点。今年9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
力争到2020年在省级层面建立1000所知
识产权示范学校的目标。

我省迅速行动，提出到2020年在全省
建立60所试点学校、30所示范学校的目
标。据悉，目前相关方案主要内容已经基
本确定，并列入我省的知识产权战略专项
计划，预计12月启动。获批的试点学校，省
知识产权局将给予适当的引导经费支持，
并组织师资培训，提供合适的教材等。

培训班邀请了有关专家和政府官员
与学员进行授课交流， 既有政策讲解，又
有青少年发明方法的指导，还有发明创新
成果转化及应用分析等，内容丰富精彩。

《大人孩子都能懂的大设计》
泡爸 著 李媛 刘英 责编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10月出版
《大设计》是霍金在《时间简史》后的重要

著作。本书以之为蓝本，通过故事性的讲述，
让孩子们和家长了解时间、 空间、 万物的关
系，领略宇宙的奇幻美妙，激发其投入太空科
学研究的热情。

推荐语：本书姊妹篇《大人孩子都能懂的
时间简史》 曾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
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本书延续《大
人孩子都能懂的时间简史》，用简单易懂的叙
述解构、精彩的AR动画技术，“让火箭在眼前
发射”， 用4D效果让孩子随时随地来一段浩
瀚宇宙的奇妙之旅。

《四季访书》
钟芳玲 著 张抱朴 责编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6年6月出版
本书从知识、趣味、审美等角度谈论书之

种种，既揭秘了约翰·济慈、杰克·伦敦、尤金·
奥尼尔等传奇作家的故居、藏品和人生故事，

又讲述了“价值600万元的地图集”“上了链
条的中世纪神学书”“以羊皮或猪皮或鲨鱼皮
装帧之书”“一张破损却标价上万美元的唱
片” 等发生在西方国家古书展和独立书店中
美丽又怪趣的奇妙事例。

推荐语 ： 一年四季里永不变更的是对
书的热爱与执念 。探访书人故居 ，在他们的
故事中发现联结 ，是惊喜 ，也是必然 。寻访
各地书店 ，书与人的故事从未停止 。凝聚十
多年的悉心收集与探访 ， 书女钟芳玲带你
一起 ，于 “文人宅 ”中追寻著名文人的前世
今生 ，在 “书乐园 ”里走访世界传奇书店的
风采与无奈。

《你从未真正拼过》
领英 著 薛健 刘诗哲 责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年9月出版
本书汇集里德·霍夫曼、徐小平、小川叔

等诸多职场名人的宝贵经验，从眼界、定位、
人际、创业、个人成长和选择等方面，给职场
新人分享高效工作方法， 帮其打通职场上升
之门。

推荐语 ：LinkedIn作为全球最大的职场
社交平台， 会员人数在世界范围内超过4亿。
这是LinkedIn推出的第一本简体中文实体
书，给予中国职场人更为贴心的职场指导，更
能让其在职业成长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快速
成长。

《当心啊，小皮！———儿童安全和急救知识
百科全书》

意大利VELAR出版公司 吕竞男 译 钟
小艳 责编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年8月出版
长着金黄色络腮胡子、 穿着花纹皮裙的原始

人小皮，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围绕居家安全、交通安
全、食品药品安全、野外游玩安全等，全面、详细地
为家长和孩子们讲述了可能遇到的危险和存在的
隐患，并通过直观的插图，指导家长和孩子如何科
学有效地采取急救措施以自救或帮助他人。

推荐语： 这是一本适合父母和孩子一起学习
的“安全宝典”和“急救手册”，以图解的方式讲述近
100个安全主题及急救方法，能很好地增强孩子的
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贝克特全集》
[爱尔兰]萨缪尔·贝克特 著 吴健 责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年9月出版
本书是世界上第一套贝克特作品全集，涵

盖了他全部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文艺批评。除
了为读者所熟知的《等待戈多》，还包含许多被
首次翻译成中文出版的作品。

推荐语：纪念贝克特诞辰110周年，世界上
第一套萨缪尔·贝克特作品全集出版，近半数为
首次翻译成中文出版， 国际贝克特研究巨擘贡
塔尔斯基教授倾情作序推荐， 国内一流贝克特
研究学者历时数年精心移译。

泸溪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受关注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政策调研团实地考察

我省举办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班
预计年底启动省级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通讯员 何文
记者 左丹）11月26日，小学教师教育协同创
新中心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正式成立。该中
心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为牵头单位，协同北
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以及湖
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共建。

据悉，该中心的成立，旨在加强各成员
单位间的联合协作，实现小学教师教育资源
的优化配置，创新小学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提升小学教师教育研究水平、学科实力
和小学教师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为湖南省乃
至全国基础教育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

支持。中心成立后，将进一步聚焦小学教师
教育领域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着重围
绕小学教师教育基本理论、小学教师专业发
展、乡村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小学教师教育
信息化等研究领域，通过建立联合培养人才
制度，联合开展科学研究、团队攻关制度，资
源共享机制，政、校、学、研合作制度，固定与
流动相结合的研究人员合同聘用制度，以质
量为中心的考评制度等，努力将中心建设成
为国家培养卓越小学教师的重要基地、国内
一流的小学教师教育研究平台、国家小学教
师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基地和小学教师教育
政策咨询智库。

小学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在长成立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刘姣）29日，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的贫
困生卿慧玲很开心。当天，在该院举行的“一
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民革·同心班”

签约仪式上，卿慧玲与另外49名学生一起有
幸成为了受助对象。 在接下来连续两个学年
中，他们将每人每年拿到资助金2000元。

卿慧玲是新宁县人，家中贫困，妈妈长期

患病，爸爸打零工养家，在爱心人士资助下她
考上大学顺利入学。 同心班班主任郭贤锋介
绍，此次受助学生都来自湖南武陵山片区37个
县市区，都是品学兼优的建档贫困学生，集中
在大一、大二年级。除了学费资助，民革党员中
的爱心人士还将推荐安排班上的学生就业，给
予创业指导，帮助武陵山片区一个家庭有一个
孩子学到一门专长， 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就
业。

民革湖南省委“一家一”助学
湖南网络工程职院50名贫困生受益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余醴）11月25日至26日，湖南汽车工
程职业学院主持的国家职业教育汽车服务
营销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在株洲进行中期
检查。来自全国各地的13所高职院校的子
项目负责人进行了汇报，6名现场评审专家
对参与学校的27个子项目进行现场评审。

据悉，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主持的

《职业教育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专业教学
资源库》项目是2015年教育部立项的职业
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之一。截至目前，
资源库的浏览量加互动量达到了10万人
次，已建资源数量有1.7万个，通过资源库
正在进行学习的学生数量超过了3500人，
初步实现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共用”良性
循环的建设目标。

职教汽车服务营销资源库项目接受评审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彭澎）27日上午， 湖南省首个文艺评
论家协会音乐创作研究基地落户湖南科技
大学。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湖南省音乐
创作研究会以及省、市、区音协相关专家出
席挂牌仪式。

据介绍，该研究基地是湖南省唯一以音
乐创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团体， 下设歌词、

歌曲、歌剧、戏曲、歌唱、表演等12个研究中
心，致力于整合地区音乐家以及音乐工作者
开展社会音乐教育、音乐普及工作，如组织
开展音乐创作、理论研究、艺术表演、比赛评
奖等活动。旨在挖掘、分析和研究国内外音
乐界获奖、含金量较高的优秀音乐作品以及
音乐现象、音乐人物等，从学术角度引导和
促进音乐创作的发展与繁荣。

首个音乐创作研究基地落户湖南科大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王小椒）日前，记者从南华大学获
悉， 该校军工文化与地域文化研究中心被
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组委会授予“全国
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称号。

南华大学军工文化与地域文化研究中
心于2015年7月挂牌成为湖南省省级科普
基地。基地自挂牌以来，与湖南省社科联、
衡阳市社科联、衡阳抗战纪念馆、王船山故

居、 涟源市古塘乡群山村等外联单位建立
良好合作关系， 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科
普及活动。 特别是在核安全文化进校园和
衡阳市湖湘文化名人事迹展览活动中发挥
了示范作用，取得了良好社会声誉。

基地先后获得国防科技工业首批“军
工文化教育基地”、教育部“全国高校校园
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全国唯一的“国家
核应急宣传和培训基地”等荣誉。

南华大学获评“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湘版好书榜
（2016年11月）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曹辉 通
讯员 付伟新）近日，湘潭高新区国税局发动
干部拍摄微电影《爱好》，讲述“父母的言行、
孩子的榜样”小故事、大道理，集中展示忠诚
团结、孝老爱亲、崇学向善等传统美德。

据了解，该局今年紧扣税务系统“传承
好家风好家训”要求，结合实际开展“让爱
传递、微话家风”系列活动，引导干部职工

以爱聚拢，说爱意、晒家训、传家风。一方
面，开展“爱满高新”主题征文、讨论活动，
先后收到优秀作品50多篇，在全局广泛推
送，聚拢发出让爱传递的“好声音”。另一
方面，让干部收集、提炼家训家规，创作家
风、家教故事。以“道德讲堂”为载体，举行
“言传身教、引领向上”恳谈会，传承革命
前辈优良作风。

湘潭高新区国税局：传承好家风

11月26日下午，长沙市解放西路，学生志愿者在向路人推销义卖品。当天，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开展“交换温暖”爱心义卖主题活动，组织
1000多名学生志愿者上街义卖，将所得爱心款捐赠给贫困学校和抗战老兵。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爱心义卖 交换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