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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教育报刊集团协办

桃江县人民政府县长 黄劲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县级政府义
不容辞的责任。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让桃
江县的孩子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孩子共享
教育的阳光雨露。

全方位改善办学条件。 为实现穷财政
也能办好教育的目标， 我们积极创新思路
举措， 初步走出了一条符合桃江实际的融
资路子。 目前， 我们成立了县教育投资公
司，通过向上争资、银行融资、财政投资、社
会筹资等多个渠道 ， 近年来共投入资金
2.83亿元，实施“一建三扩”“两增两扩”“三
扩三建”等工程，化解县城和中心城镇大班
额问题；投入资金2.08亿元，实施“薄改”项
目350个，维修、改扩建校舍面积近10万平
方米。投入资金3.5亿元 ，完成全县99所合
格学校建设和大部分农村学校食堂改造，
计划2017年向长沙银行贷款6.8亿元，采取
PPP模式， 启动教师发展中心及九年一贯
制学校建设、88所中小学运动场（馆）升级

改造项目；投入5亿元启动61所标准化学校
建设项目，力争“十三五”末，县域内所有学
校建成标准化学校。

多元化提升师资水平。 为努力破解乡
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难题，
桃江采用直招和考录相结合的方式补充教
师， 通过支教方式解决学科教师不足的问
题。今年已招考教师324人，定向培养师范
生119名，安排教师支教200多人次，重点解
决了物理、音乐等学科教师不足的问题。在
全市率先实施农村教师补贴政策， 县财政
每年安排400万元对边远学校教师实施岗
位补贴奖励，每月最高比城区多1300元，并
在职称评定、评优评先、优秀教师评定等方
面向偏远学校教师倾斜。 积极保障偏远地
区教师住宿条件， 已建成教师周转房394
套。

深层次推进教育改革。县委、县政府研
究出台了 《桃江县深化中小学课堂教学改
革第二个“三年计划”实施方案》《桃江县中
小学教学常规管理办法》等系列文件，开展
教学管理边远行、教学质量纵深行活动。中
小学校校长、 校务会成员必须深入教学一
线、进课堂上课。各学校严格按课程计划开
足课程，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目前，全
县已形成学校体育、科技创新、文学社团等10
大教育特色，中考、高考上线率稳居全市领
先位置。

让城乡孩子共享教育的阳光雨露

� � � �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程杰 石荣） 青少年是发生精神心理疾病
的高危人群。近日，首届中美潇湘精神心理高
峰论坛在长沙举办， 与会专家呼吁多关注儿
童、青少年的精神心理状态。

我省重性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15岁至30岁是重性精神障碍的发病高峰，同
时， 青壮年患病群体所占比重有所增加。“青少
年精神心理问题突出，但与此同时，这方面的专
科资源还比较落后。”湖南省脑科医院精神卫生
研究所所长王东欣介绍，在美国儿少精神科医
生有近8000人，而我国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儿

少精神科医生只有不到500人， 加上经成人精
神科转岗的、儿保系统的医生也不足1000人。

“父母‘高压’教育、不良的沟通方式等，
都可能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湖南省脑
科医院儿少心理科主任马静提醒， 父母要学
会正确处理、调节自己的情绪，学会耐心、平
等地与孩子沟通， 不要在孩子面前公开表达
愤怒和对立，建立温情、融洽的家庭关系，有
助于缓解孩子的焦虑， 避免家庭生活过于模
式化，避免对孩子的过度控制，多鼓励孩子参
与社交，参加文体活动。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余蓉）近日，
首届中国岳麓科教创新与成果转化2017
高峰论坛在长沙开幕。 论坛由国家教育部
信息中心、湖南省教育厅、长沙市教育局
支持，全国数十家科教企业机构，驻区高
校、产业部门等负责人围绕“链接产业集
群生态链、共享行业渠道新发展”主题共

同探讨。
在论坛上， 宣布了湖南省科教产业协

会正式筹建。据悉，协会将集中汇聚省内外
先进教育产品，做到大型项目引导引进，中
型项目科研定制，小型项目针对开发，将湖
南的教育领域打造成开放、共享、专业、领
先的先进科教成果转化排头兵。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曾德新 曾黎

一个农民， 著书13本，8次获省级以上文
学大奖。他，就是新化县桑梓镇石窖村的“草
根作家”扶向阳。

8月27日，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记者见
到了这位痴迷写作的“农大哥”。

1970年出生的扶向阳， 从小酷爱阅读和
写作。“小时候天天要帮着干农活， 哪有时间
和金钱去搞阅读写作？ 我都是从别人那里借
书，等晚上大人睡觉了，再偷偷跑到院子里点
煤油灯看书。”扶向阳回忆，“当时一天的工钱
才4毛钱，买一本书要7毛钱。想买书，但舍不
得。”

读高中时， 扶向阳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
一组诗文。 时任新化县文联主席田希凤鼓励
他：“你写的诗歌很有想象力，加油写，今后会

成功的！”就是这么一句话，让扶向阳踏上了
写作之路。无论是务农还是在外打工，他都没
有放弃读书写作。

“我写的第一部小说，是一本30万字的农
村题材小说《月牙儿》，花了差不多1年心血才
写成。 可惜， 找了很多出版社， 都被婉言谢
绝。”说起创作历程，扶向阳感慨万千。

扶向阳没有放弃， 又写了一部50万字的
长篇历史小说，同样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紧
接着，武侠小说开始流行，他又写了一部武侠
小说， 几经碰壁， 终于有个书商同意买下版
权，但只愿支付3000元稿费。扶向阳苦笑：“两
年心血就这么不值钱？一气之下，我没同意！”

“写文章蛮辛苦的，素材积累、情节构思、
结构布局、遣词造句等，都需要精心琢磨。”扶
向阳说，这些年来，为了写作梦，他过得像个
苦行僧。除了文学创作，他对民俗文化、姓氏

研究等，都有涉猎。
把主要精力放在“虚无缥缈”的写作上，

不去赚钱养家，家里人很不理解。亲戚劝他：
“当农民就该有当农民的样，搞写作又不能当
饭吃。”扶向阳只是笑笑，也不反驳。

通过长期学习和积累， 扶向阳的散文登
上了《湖南日报》《湖南作家》等报刊，并在《中
国作家·纪实》连续发表4篇报告文学。他创作
的电视诗歌《庄稼人》，获得省级一等奖、国家
级三等奖。 在第三届中国企业改革报告文学
人物通讯大奖赛中，他写的《大汉情怀》获特
等奖。

去年5月， 扶向阳腰椎骨质增生病情加
重，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即使如此，他也没有
放弃读书写作。不能坐就躺着写，每天写到凌
晨。他说：“写作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就像
吃饭睡觉一样，一天不写都不行。”

� � �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余蓉）近日，
湖南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学会高职装备制造
专业委员会“制造强省”高峰论坛在长沙举
行。70余名来自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的代
表重点探讨了如何服务湖南制造强省五年
行动计划和长株潭衡“中国制造2025”试
点示范城市群建设， 助推产教融合深度发
展，开发无缝对接人才培养方案。

该委员会成立1年多来，对长株潭地区

重点装备制造企业进行了人才需求的调
研， 促进学校与企业合作培养了一批高技
能型人才。积极与美国、德国、瑞士等高校
开展国际交流活动， 其中湖南工业职院与
加拿大北方应用理工学院开设的机械制造
专业合作班已经招生， 实现了国际办学的
突破。该委员会还邀请了重点企业21位工
匠大师走进校园，与师生面对面指导交流，
进一步弘扬了工匠精神。

“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记“草根作家”扶向阳

科教创新 共享“成果转化”

产教融合 助推“制造强省”首届中美潇湘精神心理高峰论坛举办
专家呼吁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有你更精彩
8月28日晚，长沙县果园

镇举行“喜迎十九大·田汉大
戏台，有你更精彩”群众文化
艺术节。 一个个鲜活接地气
的节目，一张张可爱的笑脸，
将文化艺术节推向高潮，当
地千余名党员群众共度美好
之夜。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