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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微档案】
黄晓娟 ，女 ，1967年生 ，永州市道县桥头

镇中心小学高级教师，从事乡村教育30年。先
后获得市、县“十佳教师”“十佳班主任”“优秀
教师”“课改先锋”“教学质量先进个人” 等荣
誉称号。

【故事】
7月7日， 道县桥头镇中心小学已经放暑

假，但黄晓娟还在学校里忙来忙去，“班上还有
几个孩子在等家长接，我先照顾一下他们。”

从教30年，黄晓娟先后在狮子山村小、桥
头学区任教， 但是她从没有离开过班主任这
个岗位。

“黄老师对学生是出了名的认真负责，既
是老师又是妈妈。”与黄晓娟共事了20多年的
老师熊彬告诉记者，当年学校条件很差，没有
自来水，师生用水都需要自己从河里挑。黄晓
娟每天先给寄宿的学生挑来好几担水， 再给
自己挑。那风雨无阻的身影，至今让熊彬记忆
犹新。

山里孩子苦，又多是留守儿童，缺乏父母
照顾。 黄晓娟经常自己掏钱资助他们学习生
活，还有空就陪他们，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照
顾他们。孩子们都喊她“黄妈妈”。

何丽萍是黄晓娟班上转来的学生， 爸爸
和妈妈常年在外地打工， 家中只有一个多病

的老奶奶。有一天晚上，何丽萍突发高烧，黄
晓娟立刻赶到她身边，送她去医院打针，一直
陪到凌晨1点才回到学校。何宏湘也是留守儿
童，有一天因为喉咙发炎讲不出话来，黄晓娟
发现了，下课后就领着他去医院看病买药……
这些年来，这样细微的温暖已经数不胜数，医
院的医生都已经司空见惯了， 看到黄晓娟就
打招呼：“又带学生来看病了？”

黄晓娟还是“魔法师”，不管多调皮的学
生到了她班上，都会成为乖巧上进的学生。每
到全年级分班时，黄晓娟都会主动“接收”调
皮学生。

“每个学生调皮都是有原因的，了解原因
了就能帮助他们改掉。”黄晓娟这样说，也这样
做。彭为乔同学因为上课喜欢捣乱，让老师们
头疼不已， 黄晓娟没有简单粗暴地呵斥他，而
是反复跟他沟通， 发现他是因为学习基础差，

听课听不懂而捣乱的。于是黄晓娟一边利用课
余时间给他“开小灶”，一边帮助他养成好的学
习习惯。一个多月之后，其他老师惊喜地发现
彭为乔不仅不捣乱了，上课还认真听讲。

除了把时间花在学生身上，一有时间，黄
晓娟就给自己充电。任教之初到现在，她坚持
虚心向同事学习教学经验，探讨教学方法；不
断自学，积极参加各类培训活动，积极参与推
进新课改， 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
方法，多次在全县教师教学比武活动中获奖，
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从教30年来，她任教科
目连续3次获县级教学抽考同类学校同科目
第一名。

出了名的黄晓娟本可以随丈夫去县城附
近的一所学校任教， 但她却选择留下来:“我
喜欢这里的学生。我今年已经50岁了，就想继
续担任班主任，跟我的学生在一起。”

衡东县委副书记、县长 徐志毅

扶贫先扶智、扶智抓教育 。衡东县委 、
县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理
念，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
感、“坐不住”的责任感，举全县之力努力打
赢教育扶贫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攻坚战。

一是坚持教育优先， 力促财政投入均
衡。着眼教育扶贫“一所学校不落、一个学
生不漏”的攻坚目标，围绕“入学机会均衡、
资源配置均衡、管理水平均衡、教育质量均
衡”目标，优先发展教育，着力补齐短板，不
断加大财政投入 ，2016年义务教育经费投
入达到5.23亿元，占公共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达到17.14%。

二是加快改薄攻坚， 力促办学条件均
衡。 近3年共投入3.47亿元， 完成改薄项目
435个， 维修改造校舍16.79万平方米; 全县
73所完小以上学校、13所村联校建成合格学
校，兜住了办学条件20条“底线”；添置各种
设备设施50多万件（套、台、册），缩小了各校

办学条件的差距。同时，大力推进城区学校
扩容提质，新增学位7000余个。实施义务教
育学校 “四改三化 ”工程 ，计划投入3300万
元改造一批食堂、旱厕、澡堂和宿舍 ，新增
绿化面积29000平方米，亮化学校60所。

三是注重人才培育， 力促师资配置均
衡。近3年来新增教师572人，其中90%以上
安排到边远学校任教。 落实校长教师交流
轮岗制度，开展送教下乡、城乡学校 “手拉
手”结对帮扶，实行教育集团和乡镇内体音
美等紧缺学科教师“走教、支教”制度，盘活
了教师存量。 每年按工资总额1.5%足额安
排师训经费，并全额用于教师培训，按每两
年人均400元的标准预算教师体检经费，按
每年150万元的标准预算边远乡镇教师艰
苦津贴。

四是保障公平入学， 力促就学机会均
衡。健全了义务教育“划片招生、免试入学、
微机派位”的入学办法，全面建立了特殊群
体关爱保护机制，落实关爱保护责任，“应助
尽助，应免尽免”资助体系已经基本建立。

五是积极共享互补， 力促教育质量均
衡 。持续实施 “名校孵化 ”工程 ，引进长沙
市、衡阳市的名校优质教育资源，推行城乡
学校联盟，结成27对校校帮扶对子，建立孵
化关系；依托核心校，成立2个教育集团，集
团内资源共享、捆绑发展。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陈薇 通讯员
李晞言）昨天，经英国伦敦世界纪录认证机构
(wrca)权威认证，矗立在湘江之滨的李自健
美术馆，创下了“世界之最”的纪录。

昨天上午10时， 世界纪录认证证书颁发
仪式在李自健美术馆举行，美术馆馆长、著名
画家李自健先生和他的夫人丹慧女士， 从世
界纪录认证官詹姆斯、王静手中，接过了“全
球最大的艺术家个人美术馆” 世界纪录认证
证书， 现场千余名观众见证这一激动人心的

历史时刻。
李自健美术馆由湘籍旅美画家李自健、丹

慧夫妇独资投建、创立，位于湖南湘江新区洋
湖湿地国家公园片区，占地面积1万余平方米，
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 周围湖面绿地面积共
180余亩，总投资约2.2亿元，2015年1月破土动
工，2016年9月29日落成开馆。美术馆融合水上
音乐厅、水上艺餐厅、画框工坊、四大临展厅及
近20间员工宿舍等，成为一座多功能的艺术综
合体，并向社会大众永久免费开放。

一个月前， 李自健美术馆向英国伦敦纪
录认证机构(wrca)递交了申请。经世界纪录
认证官审核认定， 其申报的各项指标符合世
界纪录认证伦敦总部提出的各项挑战规则。

“我们终于实现了我们的‘中国梦’，在家
乡母亲河畔，建起了这样一座宏伟的公益艺术
殿堂，创造了一项令天下瞩目的‘世界之最’。”
李自健说，“从今以后，如果有人问：世界上最
大的艺术家个人美术馆在哪里?我们可以骄傲
地回答：就在中国，在长沙，在湘江边！”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杭一平） 记者今天从省食药监局
获悉，湖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近日
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加强有毒野
生蘑菇中毒事故防控工作，严防有毒野生
菌流入餐桌，坚决遏止事故多发频发的态
势。

今年以来， 我省因误采误食有毒野生
蘑菇导致的中毒事故频繁发生。截至7月12
日， 全省已报告因食用有毒蘑菇导致的中
毒事故141起，报告发病人数473人，死亡23
人，中毒事故呈逐年上升趋势，毒蘑菇中毒
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我省有毒蘑菇种类繁多，中毒事件多
集中在夏秋季， 公众对有毒蘑菇普遍缺乏
辨别知识和能力，一旦误采误食，发病急、
无特效药物，病死率高，对群众身体健康及
生命安全危害极大。 通知要求各级食安办
及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有毒野生蘑菇中毒
事故防控工作， 将预防有毒野生蘑菇中毒
作为当前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 加大防控

宣传力度， 在7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组织
开展防控野生蘑菇中毒宣传月活动， 重点
宣传误采误食有毒野生蘑菇的严重后果，
提示村（居）民不要随意采摘不明品种野生
蘑菇， 不要轻信民间或网传的一些没有科
学依据的毒蘑菇鉴别方法， 切实增强风险
防控意识。

省食安委要求各级食药监管、 农业、
林业等部门切实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采购、加工、销售野生蘑菇的监管，严禁
学校食堂、集体食堂、建筑工地食堂、城乡
婚丧宴请等群体聚餐场所加工食用野生
菌。定人定时对城乡野生菌交易市场进行
监督检查，对发现的有毒野生菌和不能识
别的野生菌现场进行销毁处理，严防有毒
野生菌流入餐桌。各级医疗机构特别是基
层医疗卫生单位要增强对蘑菇中毒的诊
断、救治能力，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要熟
悉和掌握发生食物中毒后的简易处理方
法， 努力降低因误食有毒野生蘑菇引起中
毒的病死率。

湖南教育报刊集团协办

五大举措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省食安委办下发紧急通知

严防有毒野生菌流入餐桌

“我喜欢这里的学生”
———记道县桥头镇中心小学教师黄晓娟

李自健美术馆获世界纪录认证机构权威认证

“全球最大的艺术家个人美术馆”,就在湘江边

� � � � 7月7日，道县桥头镇中心小学，黄晓娟（右一）和学生一起打乒乓球。 余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