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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通讯员 李思之 成幼知

6月到8月，为了800万学子9月初的“开学
季”， 来自湖南省新华书店的6000名发行员日
夜兼程地奔波在三湘大地上。

“课前到书，人手一册”是省新华书店的郑
重承诺， 也是新华书店每一名工作人员的奋斗
目标。每一年新学期开学前，省新华书店以及各
分支机构的一群群可爱的“送书人”，上至公司
领导，下至基层员工，无不秉承着“课前到书”的
庄严承诺，全力保障师生用书。

高温作业抢时效

8月初，记者走进长沙市望城区湖南出版科
技园内的省新华书店华瑞物流公司， 只见一辆
辆发出轰鸣声的叉车在库房里来回移行， 装卸
人员顶着高温作业，上书、包扎、堆码，忙碌却有
条不紊。 据了解，全省两万多所学校800多万中
小学生的教材与部分学习资料的收、配、发、运
都在这里进行。

李玉莲负责仓库发货的现场调度， 她来回穿
梭，密切关注每一个环节。自7月以来，省新华书店
进入紧张的秋季课本教材发运阶段，每天，李玉莲
总是第一个到岗，最后一个离岗。一旦发现哪里存
在问题， 李玉莲那尖尖的嗓音能穿透仓库轰鸣的
机械声，传到对方耳朵里。她打趣地说：“这都是我
多年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下工作练就的本领。 ”说
完，李玉莲还晃了晃手腕上的记步手环，笑着补充
道：“在高温下这样走来走去， 我每天都要汗湿两
件衣服， 这个手环的记录基本保持在20000步以

上。 这样挺好，既锻炼了身体，又可以减肥。 ”
走出仓库， 只见华瑞物流公司的停车坪里

一排排满载课本的大货车整装待发， 它们将驶
往省新华书店在各地的分公司。

日夜兼程在一线

省新华书店派驻华瑞物流邵阳分公司经理
张华，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回长沙自己的家了。白
天，他带着分公司发货部的同事去找发货车辆，
晚上就守在办公室安排发运计划。据介绍，华瑞
物流邵阳分公司负责我省常德以西、 邵阳以北
大湘西地区的教材发运， 这片区域的学校多分
散在山区，有的学校虽然学生不多，但县新华书
店都需要专门给这些学校送书。 尽管心中挂念
妻儿，张华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他说：“教材发
运关系到我省数百万学生的教育问题， 要不打
折扣地做好做实。现在还没到最紧张的时候，我
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为即将到来的发运高峰做
最细致的安排，全力保障课前到书。 ”

冒着酷暑，收到教材的省新华书店各地分支
机构也开始陆续将课本送往学校。 8月6日，在安
化县新华书店的仓库里，56000余件教材将400
平方米的仓库堆得满满当当，高高的书墙密不透
风。 狭小的仓库里，新华书店的员工正汗流浃背
地忙着收货、拆包、分发、打包，并按照学校先远
后近的顺序，安排车辆进行装书。 几个男员工赤
着上身， 忙着把书搬到车上， 汗水顺着额头、脖
子、身体流到地面……

课本很快被运送到当地多所学校。 有些学
校在偏远山区，往返车程需要十多个小时。在烈

日烘烤下，送书的货车经常被晒得滚烫。到达学
校后，工作人员会将教材搬下车，并送到学校指
定的教室。一位业务员透露，每次送完教材回到
家，已是月朗星稀。 尽管工作强度大，但为了保
证广大中小学生“课前到书”，翌日清晨他们又
踏上了送书的征程。

“课前到书”守承诺

每年春秋两季开学前， 是湖南省新华书店
最忙的时候。 这也成为全省各地新华书店物流
人员的工作常态。尤其是今年秋季，由于教材改
版，付印晚，到货迟，加之教辅发行政策调整，造
成存储库容压力大，发运周期短，时间紧，任务
重。今年6月底，湖南突发洪涝灾害，造成部分道
路损坏，仓库进水，给各地新华书店的教材教辅
收发工作带来很大阻力。

7月7日，在2017年秋季教材教辅发行工作
会议上，中南传媒副总经理、湖南省新华书店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楚芳提出要求，从即日起，
全省各级公司全面进入备战模式， 所有与教材
教辅发行相关的部门人员取消休假， 全力以赴
服务全省800万中小学生，确保秋季教材“课前
到书，人手一册。 ”

为了保证开学前把书送到学校， 省新华书
店的这一群可敬可爱的“送书人”加班加点，只
想把“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承诺做到位。“开
学时，看到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领到新书，那种油
然而生的幸福感让我们觉得很满足， 再苦再累
也值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务员说完，
转身回库房继续工作，留下了可敬的背影。

“小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多么温馨的场景！可别忘了，这背后有那么一群———

可敬可爱的“送书人”

石门县地处湘鄂边界， 地形地貌
复杂， 学校分布广， 若要跑遍全县的
每所学校， 需要近一个月时间。 全县
规模最大的学校有两三千名学生， 规
模最小的学校 （教学点） 只有两三名
学生。 尽管校情差异明显， 我们依然
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良好的教育资源，
共享新时代下的教育公平。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提升薄
弱学校的办学条件是重点。 近3年来，
石门共完成学校建设项目125个 ， 维
修改造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82所 ，
建成实验室 、 多媒体教室898间 ， 配
备电脑 6111台 、 图书 7.7万册 ， 配齐
了音体美器材和教学仪器， 全县完小
以上的学校全部配备了标准电脑教
室。 石门还计划投资1.02亿元 ， 对31
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提质改造 ；
投资 4800万元全面完成 “三通两平
台” 建设。

学 校 发 展 的 关 键 是 教 师 队 伍 。
近3年来 ， 全县共招聘义务教育阶段
教师304名 ， 全部安排到西北山区学
校任教 ， 有效缓解了农村义务教育
学校教师队伍年龄结构和学科结构
矛盾 。 实施城乡学校均衡发展 “手

拉手 ” 工程 ， 组织平原区和城
区骨干教师到山区学校支教 、
走教 ， 开展校际间管理经验交
流 、 教育教学研讨活动 。 近 3
年来 ， 石门共选派支教 、 走教
教师 120余名 。 同时大力推进
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轮岗交
流改革 ， 共轮岗交流校长教师
1010人 ， 促进了教师队伍的均

衡配置。
义务教育均衡， 不仅仅是发挥县

政府的主体作用， 更应是乡镇村级联
动， 形成合力。 多年来， 石门县乡镇
党政领导和部门 “一把手” 到学校商
教议教 ， 为学校排忧解难已成常态 。
据不完全统计， 3年来各乡镇、 部门积
极为学校办实事， 或维修校舍、 或无
偿划拨建设用地、 或救助贫困生， 援
助资金达1500多万元。

义务教育均衡， 还要保证每一个
孩子不因家庭原因而造成受教育的不
平等。 针对贫困学生和留守儿童。 石
门积极落实国家资助政策， 全县义务
教育阶段 “两免一补” 政策覆盖率达
100%。 县教育基金会近3年来共发放
资助金167.8万元， 资助义务教育贫困
学生1480人次， 有效杜绝了因贫辍学
现象。 我们还建立了留守儿童关爱体
系， 经常组织开展 “一米阳光” “恒
爱行动” “点亮微心愿” 等关爱活动。
目前 ， 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
“三残” 儿童入学率达99.31%， 小学毕
业生升学率达100%； 2017年小学6年
巩固率达到100%， 初中3年巩固率达
到99.7%。

湖南教育报刊集团协办

让每个孩子享受
相对均衡的教育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龙文
泱 通讯员 廖晓菲） “为什么要长征？
长征的概念最早由谁提出？ 红军长征
究竟走了多远的路？” 今天上午， 省直
机关党校马列教研室副主任孙士云的
讲座 《长征与长征精神》 在省文化馆
开讲， 吸引了300多名党员和周边群
众听课。 这是省文化馆最新推出的党
员教育及全民艺术普及公益项目“心
香文化课堂” 的第一堂课。

“心香文化课堂” 采取“专家精
辟讲解+现场互动分享+听众经典诵

读” 的模式。 首堂课现场， 抗美援越
退伍老兵李斌华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
历， 新园社区党员张晓耘朗诵了长征
故事 《丰碑》。 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
震撼人心的长征精神， 引发了听众的
阵阵掌声。

据悉， “心香文化课堂” 将每月
开展一次讲座或沙龙学习活动， 课程
内容包括历史、 文化、 艺术等方面，
免费向公众开放。 省文化馆还欢迎文
化志愿者参与讲课， 分享经历， 诵读
经典。

省文化馆推出
“心香文化课堂”公益讲座

石门县人民政府县长 郭碧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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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徐德荣 唐曦 吴
钊） 近日， 衡阳市衡山科学城5亿元智能制
造投资基金正式启动运营。 该基金主要用
于“智造” 入园项目的科技孵化、 项目筛
选、 股权投资、 上市谋划等， 将掀起衡阳
新一轮“投资引智” 热潮。

近年来， 衡阳市围绕创建国家级创新
型城市， 紧抓“中国制造2025” 试点示范
城市的政策机遇， 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 该市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
为主导、 人才为主力的区域创新体系， 大
力提升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能力， 加快科
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技创新
引领地位日益凸显。 今年上半年， 全市高
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158.44亿元， 同比增
长16.5%， 占GDP比重达13.3%。

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衡阳市着力
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 通过完善目标考

核体系、实施“高企”申报补助、实施“专利扫
零”工程、落实“高企”激励政策等，全力做好
高新产业科技创新服务。 目前，中核二七二
铀业公司核级海绵锆铪研制与产业化项目
正申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特变电工智能电
网配套、湖南机油泵节能汽车零部件智能制
造、 湖南天雁机械涡轮增压器、 南岳电控
高压共轨等创新项目大步推进， 加快了全
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形成。 有“湘南
硅谷” 之称的衡山科学城， 经过2年多发
展， 目前已引进高新技术企业43家， 并建
设科技创新中心科技成果交易网络平台，
是湘南地区首家专业性科技成果转化和技
术转让综合性服务交易平台。

同时， 衡阳市大力实施“专利倍增计
划” 和“专利标准战略”。 今年上半年， 全
市申请专利2118件， 同比增长13.32%， 数
量居全省第3位。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刘必
武）“大水，网上客户又来订单啦！ ”今天一早，岳阳县
新墙镇清水村贫困户朱大水接到村委会主任李军良
的电话， 在自家葡萄园里采摘130公斤葡萄送到村
部。村干部帮忙打包，将葡萄通过农村淘宝服务中心
物流园送往外地，朱大水当天拿到了1950元货款。

去年来， 岳阳县把发展产业作为减贫重要抓
手，实施“百千万”产业扶贫工程。 明确由县委统战
部牵头，农业、金融、扶贫等部门联动，组织100家新
型农业经营组织， 结对帮扶1000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带动10000名贫困对象发展特色种养。 县财政
安排专项资金1880万元，整合涉农资金6000万元，
用于产业扶贫和村级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借力农
村淘宝服务中心，让特色农产品搭上“电商快车”走
出“深闺”。

岳阳县委副书记王保林介绍，通过积极引导，目
前，岳阳县已有51家民营企业参与驻村帮扶、53家企
业参与结对帮扶。 全县发展红薯、香菇、水果、冬枣、
稻虾等特色种养3.1万余亩， 带动3250户贫困户增
收，户均可年增收4870元，31个贫困村有望在今年底
摘帽出列。

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

衡阳科技创新引领地位
日益凸显

岳阳县“百千万”
产业扶贫结“金”果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胡建根 王可

8月8日， 南县武圣宫镇美隆村美
隆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辣椒基地里，
村民们在采摘辣椒。“等蔬菜采摘完了，
想陪家人出去玩一趟。 ”合作社股东张
先楼一边擦汗一边说，“以前家里困难，
出去旅游想都不敢想。 ”

2014年， 张先楼与村里几个村民
成立美隆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3年多
来，张先楼依靠种蔬菜实现脱贫致富，
房子、车子、存款都有了。“像张先楼这
样尝到甜头的还有很多。 ”美隆村村支
书罗长泉感慨道，“现在政府扶持农业
产业，大伙看到了希望，打牌的、游手
好闲的没有了， 不管是自己种植蔬菜
还是到合作社务工， 都有了可观的收
入。 ”

3年前， 武圣宫镇大力扶持蔬菜
轮作种植。 该镇美隆村成立了3家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共种蔬菜近6000
亩， 冬夏轮作， 产品直销长沙、 广州、
上海等地。 今年夏季， 合作社蔬菜每
亩收入约4000元， 待冬季蔬菜再完成
一轮销售， 一年亩均收入可达9000多
元。 武圣宫镇其他村也大力发展蔬菜
轮作， 镇经管站站长罗小河说， 全镇
现在共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24
家， 吸纳农户近2000户， 其中贫困农
户近1100人。

沿河堤村村民王政桃的妻子患病，
生活困难。 2015年， 王政桃将家里8
亩土地流转给东堤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 他到合作社务工。 他高兴地告诉
记者， 在合作社干活的收入每月有
3000多元， 加上每年土地流转费5000
来元， 一年收入有4万多元。

武圣宫镇扶贫办介绍， 2014年全
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有3308人， 现在
已有1930人脱了贫， 其中1500人是依
靠蔬菜产业实现脱贫的。

蔬菜轮作忙，穷帽摘得快

“超级奶爸”
训练营

8月8日， 湖南省儿童医院，新
生儿科的护士在给“奶爸”们示范
如何照顾婴儿。当天，该院策划的
首届“奶爸节”暨“超级奶爸”公益
训练营开营，30名（准）奶爸免费接
受吃、穿、住、行、医5个方面育儿知
识培训，提高抚育技能。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姚家琦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