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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谢昱婷）“让阅读净化心灵，让文化幸福生活，让
交流增进友谊！”4月12日上午，“2017全国少年
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株洲读书月”
十周年庆典开幕式在株洲神农大剧院举行。来
自全国各地阅读推广的培训学员及株洲市各行
各业“阅读达人”120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

据介绍，“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 活动是由
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 自2009年举办第一届以
来，已连续成功举办了5届，成为在全国具有影
响力的未成年人阅读服务品牌。今年，活动将以
“儿童阅读与仁爱、礼仪、诚信”为主题，通过17

个主旨活动，以绘本、图画、征文、表演、数字阅
读等多种形式和载体在全国广大儿童读者中宣
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 形成向上向善的
社会风尚。

以此为契机，“株洲读书月” 十周年庆典确
立了以“读书就是力量·阅读改变人生”为主题，
将在全年举办162项系列读书活动。其中，主要
活动49项、 七进单位活动28项、 县市区活动66
项，以及其他成员单位活动19项，掀起新的一轮
全民阅读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家
庭、进农村、进军营热潮，让书香弥漫到城市的
每一个角落，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据了解，早在2007年，株洲市便在全省率先
开展“书香株洲”读书月活动，已由首届的几十
项活动到如今拓展至400多个子项目。“株洲读
书月”活动后被推广为全省的“三湘读书月”活
动，而株洲的全民阅读指数已连续4年位列全省
第二，并被评为全国全民阅读先进单位。

当天上午，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与获
得2015年中国成语大赛总冠军和2017年央视文
化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亚军的《诗
刊》编辑彭敏应邀前来做讲座。下午，全国“阅读
推广人”培育行动第七期培训班开课，近300名
培训学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百年前《修身教科书》
显身江永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田如瑞）江永县源口瑶族乡清溪村近日发现一
套民国初期的《修身教科书》，距今已有102年
历史。该教科书为该村退休教师田万载收藏。

4月12日，记者见到了这套纸已发黄的《修
身教科书》，共有6册221页，课文54篇，有热爱祖
国、团结兄弟、孝敬父母、遵规守法等内容。该书
由当时民国政府教育部审定，上海中华书局“民
国四年十二月印行”。内文楷体大号字，书长20
厘米、宽13厘米。书的封面印有“新式国民学校
修身教科书” 红色字体， 为村里学生蒋可能所
用。

据了解，明清及民国时期，清溪村建有“义
学堂”，帮助瑶民子弟上学读书。清溪村历来尊
师重教，据族谱记载，该村“五尺之童俱以耕读
为荣”。瑶胞学子自古勤奋好学，知书达理，解放
前曾有94人当老师， 解放初期有17人赴广西任
教，现有在岗教师27人。恢复高考后，村里有48
人考上大学，4人考上了硕士研究生。

� � � �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田骅）4月12日，芷江文物管理
所工作人员在罗旧镇浮莲塘村进行文物调查
时，发现该村唐氏古宗祠墙上有一些清代戏班
在村里演出时写的墙报。

据了解，这座唐氏宗祠距今有近400年的历
史，宗祠内有碑文记载，它前一次维修是清嘉庆
18年。 如今唐氏宗祠唯一保留的就是四周的古
墙。墙上依稀可见“黔阳县祥胜班到此亦乐”等文
字，大意是黔阳县有个祥胜戏班要到浮莲塘村来
演出，落款时间是光绪14年。墙报上面还写有戏

班演员和所演出的戏名， 如黄清胜在初二演出
《杂锦》，有个姓宋的演员初十演出《红梅阁》。还
有一张画有边饰的演出墙报，写有“大清同治
九年冬月初五日，荣华班到此演唱前朝古文。”按
时间推算，这张演出墙报距今已有147年了。

“在这里类似的清朝戏班演出墙报还有很
多，只是年久风化和维修泥水污染，很多墙报
已经字迹难辨。” 芷江文物管理所所长杨建介
绍，这些墙报对研究芷江乃至整个怀化戏剧史
和宗祠文化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需要进行抢
救性保护。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李新春 艾志飞

连日来，在祁阳县大村甸镇中学，780余名
师生举办烛光、书信、网络等多项祭奠活动，缅
怀不久前去世的陈天维老师。今年3月15日，陈
天维因劳累过度， 突发疾病倒在教学岗位上，
年仅46岁。

1993年7月， 陈天维从零陵师专中文系毕
业，被分配到大村甸镇中学任教。这些年来，在
教师、团委书记、教导主任等岗位，他爱护学
生、热心教育的初心始终不改。

“他的心中只有学生，20多年来，他的一切
都在围着学生转。”谈起陈天维，同事吴炳说，
有一次，学校来了一批社会人员，手持凶器，寻
衅滋事。当时气氛紧张，一触即发。关键时刻，

陈天维不顾个人安危，冲到师生最前面，义正
词严地进行交涉。陈天维的正义和勇敢震慑了
挑衅人员，一场危机消除了。

对学生， 陈天维倾注了全部的爱。2016级
学生黄佳兴刚上初中时很不适应，生活不能自
理。陈天维从食堂给他打饭，帮他盖被子、洗衣
服等。在陈天维父亲般的关爱下，黄佳兴终于
适应了新的生活。

2014级学生黄慧妍说：“记得有个晚上，我
突发高烧，头痛难耐。陈老师知道后，与同学一
起， 把我背到校医室， 一直守着我输液到天
亮。”

陈天维的教学业绩突出。他长期担任班主
任，兼教语文与政治，坚持“上好每一堂课”，先
后被评为大村甸镇中学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
与祁阳县优秀教师等。

“书香株洲”沁人心脾
“2017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启动 � � � �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张涛）近日，长沙获评“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示范地区”。 据悉，
全国获此殊荣的省市共6个， 除长沙
外，还有浙江省、广东省东莞市、江苏
省苏州市、 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四川省
成都市。

2014年8月，文化部根据中央深改
组的要求， 在全国首批30个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中确定10个为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地区。 当年11
月， 长沙成功入选全国10个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地区之一。经过两
年多的探索实践，长沙努力通过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工作，为市民筑牢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底线，打破人群、区域的不
平衡，让每位市民享受均等的公共文化
服务，成效显著。公共文化设施网络覆
盖城乡、高效便捷，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丰富、方式创新，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
益丰富，获得感不断增强。

日前，文化部组织有关专家对试点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了评审验收。长
沙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
的经验、做法、创新及成效，得到文化部
有关专家的充分肯定，以优异成绩由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地区转为
国家示范地区。

长沙跻身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标准化示范地区

� � � �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谭友文 朱瑶佳 ）4月8日至9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文化研究分
会成立大会暨大学文化高层论坛在清
华大学召开。 来自全国68所院校、3所
文化研究机构的200余名专家与学者
参会。“湘商文化育人工程”作为区域特
色文化在地方高校传承的代表，走进了
清华讲堂。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文化自信与
大学之道”。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副研究员廖佚就如何传承湘商文化，

培育新时代湘商人才， 共同为实现
“中国梦”贡献湘商力量，进行了现场
演讲。

据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文
化研究分会旨在以学术研究为中心，
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大学文化理论，推进大学建设和文化
育人，并成为我国大学文化研究与建
设的高端智库。会议选举了理事会组
成机构及人员，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
院被推举为理事单位，廖佚当选为理
事。

“湘商文化育人工程”走进清华讲堂

� � �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张颐佳）
今天下午，长沙市第九届运动会新闻发
布会在贺龙体育中心举行。会议发布了
本届运动会赛事信息，公布了本届运动
会的会徽和会歌。

本届运动会由长沙市人民政府主
办， 比赛定于2017年4月至11月举行，
届时将有3万名运动员参与35个竞赛
大项、5个组别， 共计721枚金牌角逐。
第一个比赛项目马拉松暨长沙市第50
届春季马路赛跑定于4月22日上午在
贺龙体育中心鸣枪起跑。

长沙市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次，已
举办了8届。本届运动会有三大特点：一

是项目设置丰富。本次运动会既有传统
竞技体育项目，又增加了全民健身群众
性体育项目， 包括田径、 马路赛跑、柔
道、定向越野、气排球等。二是参与人群
广泛。本届运动会设老年组、成年组、青
年组、少年组、公开组5个组别。三是办
赛方式创新。 遵循简朴办赛的原则，本
届运动会的比赛项目的承办方式交由
各区（县市）或学校、体育协会组织来承
办。 这既充分利用现有公共体育场馆，
又发挥了各级体育社会组织的作用，同
时比赛地点更贴近人民群众。

本届运动会开幕式于2017年9月
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举行。

长沙市第九届运动会即将举行

� � � �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钟泉 廖攀 ）今天上午，国家
级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湖南广
益实验中学湘潭九华校区开工仪式。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湾田集团、五矿
地产（湘潭）公司正式签订合作建校
三方协议， 该校区将于2018年9月开
学。

湘潭经开区把教育事业作为园区
发展的优先战略，通过全力探索与省市
名优学校联合办学、捆绑发展等办学模
式，在园区构建起了幼儿、小学、初中、
高中、专科、本科一条龙的品牌教育体
系。 湘潭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孙银生表
示，教育的开放创新，为美丽新九华增
添了一张张靓丽名片。

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湘潭九华校区开建

“他的心中只有学生”
———追记祁阳县大村甸镇中学教师陈天维

芷江发现清代戏班演出墙报

天心区铺排22个学校建设重点项目

青园小学南校区
今秋将建成开学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陶芳芳 徐拓）今天，
长沙市天心区召开2017年学校建设项目推进
会。据了解，根据天心区学校建设新三年行动计
划，该区今年将投资8.25亿元，铺排22个学校建
设重点项目，新增学位9000余个，以进一步扩充
区域优质教育资源。

近年来， 天心区深入实施“民生造福”战
略，区委、区政府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
展的重要位置。早在2013年，该区就启动实施
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6年至2018年，该
区启动新一轮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总投资
19亿元，实施27个学校建设项目，预计将新增
学校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 新增学位22400
个。其中，2016年投入近10亿元，新建扩建桂
花坪小学、 实验小学等17所学校， 新增学位
6720个。

今年新建扩建的22个学校建设重点项目
中，青园小学南校区、长郡和美学校、新路小学
等为新建项目。其中，总投资1.1亿元的青园小学
南校区，计划今年秋季建成开学，届时，将有效
缓解青园小学北校区学位严重超负荷的问题。
据悉，学校规划为36个班，提供1620个学位，按
照高水平建设，配备现代化的教学楼、综合楼、
体育生活馆等教学用房，标准化的足球场、篮球
场、排球场，以及先进的新风系统、光伏发电系
统等现代环保设施。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即将封
顶。天心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谢巍介绍，学
校内外部装修均严格按照国家环保标准要求建
设，验收合格后才会投入使用；建成使用后，将
与北校区实行“一校两址”的一体化管理，并将
整合各类优势资源， 将其打造成为现代化的一
流名校。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雷鸣 ）4月13日， 空军青少年
航空学校招生定选检测长沙站将在国
防科学技术大学科苑宾馆正式启动。
湖南省900余名初中毕业生将分为9
个批次，依次上站参检，检测内容主要
包括体格检查、 心理选拔和政治考核

谈话。
据悉，长沙市周南中学和常德市一

中为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的承办中学。
定选检测结束后，空军将综合学生的检
测情况、中考成绩和填报志愿，择优录
取优质“飞行苗子”，输送到承办中学进
行高中三年的飞行特色培养。

空军青少年航校
招生定选检测长沙站启动

� � � � 4月12日，长沙市太平街老戏园，观众欣赏长沙弹词。当天，长沙
老戏园重新装修亮相，现场200余座位无一空席。地花鼓、长沙相声、
湘剧等老长沙的民俗戏曲文艺节目相继登台，引得观众连连叫好。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刘师恒 摄影报道

长沙老戏园
全新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