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艾志飞 李中满

1984年高中毕业， 考上代课教
师，一晃33年。这么多年来，她以教书
育人为最高理想，以追求一流的教学
效果为最高目标，以平凡的行动诠释
了一名乡村教师对乡村教育事业的
忠诚与热爱。

9月4日中午，在东安县井头圩镇
中心小学，记者见到这位叫陈瑛的乡
村小学教师时，她正在招呼几名刚入
学的一年级学生吃中餐。

“孩子们太小，学习上、生活上都
得要倍加关心!”陈瑛告诉记者，由于
乡村小学孩子大多为留守儿童，她每
天都得照看他们吃午餐，辅导他们学
习，与他们沟通、交流，好多年都是这
么过来的。

参加工作以来， 陈瑛长期在偏僻
的川岩乡松江村、榴星村，井头圩镇小
江口村、么头村、町尾村、长冲村等村小
工作。 这些学校大多只有一两名教师，
房屋破旧，设施简陋，条件十分艰苦。然
而，无论条件多差，陈瑛的教学热情却
有增无减。每到一个地方，她都跟孩子
及家长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小江口村小学是陈瑛工作最久

的地方。这里条件艰苦，家长每天早上
将孩子送来，到晚上才将孩子接走。陈
瑛不仅教孩子们读书， 还充当起了关
心、看管孩子们的“保姆”角色。2002
年，该校被纳入撤并范围，由于陈瑛认
真负责，教的学生成绩好，当地群众纷
纷到镇里请求不让撤。 直至2009年，
因为学生数量实在太少， 该校才被撤
并到井头圩镇中心小学。

33年的乡村教学生涯， 陈瑛饱尝
酸甜苦辣，却痴心不改。上世纪90年
代初，在长冲村小学时，一天丈夫值夜
班，遭遇小偷恐吓，突患精神疾病。20
多年来， 陈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
难， 一边照顾患精神疾病的丈夫和年
幼的儿子，一边教书育人。好几次，遭
到突然发作的丈夫袭击后， 她在头上
扎上绷带，仍然走进教室上课。从教33
年， 陈瑛除了丈夫突患脑溢血请了一
个下午的事假外，从未迟到、早退、请
病假，从未因为私事耽误学生一节课。

凭着一颗对乡村教育的“痴心”，
虽然多年身处条件艰苦的边远农村，
但她所教班级的学生成绩， 多次名列
全县前茅， 其中有两个年度名列全县
第一名，陈瑛老师也因此先后10多次
获评全县先进教育工作者、 优秀教师
等荣誉称号。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宋锦辉 刘梅初

双峰县杏子铺镇中心学校琥珀
教学点，有位叫胡琼的“70后”乡村女
教师。面对生活的多重打击、教学条件
的艰苦，她坚强乐观面对，撑起了一个
教学点。

9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琥珀教学
点。此时，学校正在整修，学生临时在
峡山村村部上课。“不好意思， 因为教
学楼年代久远，上面给我们拨了款，正
在进行整修。”老远，一阵爽朗的声音
就传了过来。

琥珀教学点有44名小学生，5位
老师，其中3位是代课老师。胡琼既是
教学点的“主力队员”， 又是负责人。
“没办法，条件太差了，一拨一拨的老
师来了又都走了，留不下来，我只好坚
守在这里。” 面对人人喊苦的环境，胡
琼却用积极的心态面对。

其实以前， 胡琼并不喜欢教师这
个职业。 从小看着父亲站在三尺讲台
上，清苦而劳累，她打心眼里觉得当老
师没出息。5年后，家庭连遭不幸，先是
尚在读书的妹妹因意外撒手人寰，随

后正当盛年的父亲也病倒在讲台上，
不久就去世了。母亲接连遭到打击，也
病倒了。 孝顺的胡琼为了就近照顾母
亲，才决定停止在广东的打工,回来当
教师，一干就坚持了15年。

15年来，胡琼从没有放弃过学习。
自考本科文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全国语文基本功竞赛一等奖……她逐
渐成了全镇教学业务的佼佼者。

为了改善孩子们的学习环境，胡
琼经常要向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化
缘”，“你看， 孩子们的夏秋装校服，12
名贫困家庭孩子的500元爱心资助款，
1000多册书籍等等，都是我‘化缘’来
的。”虽然要到处求人，但只要是为了
孩子们，胡琼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胡老师就像我的妈妈，遇到不
开心的事情， 我最喜欢跟胡老师说
了。”“‘五一’劳动节的时候，胡老师
还给我们5个留守儿童集体过了生日
呢。”……说起胡老师，学生们争先恐
后地说了起来。 因为对孩子们付出了
爱，胡琼也收获了爱。孩子们经常把自
己舍不得吃的糖果， 偷偷放在她办公
室的抽屉里；今年教师节，她又收到学
生亲手绘制的祝福小卡片，倍感温暖。

卅载耕耘 痴心不改

苦守山村 甘之如饴

老百姓的故事

9月8日，张家界市永定区罗塔坪乡长寿村“长寿藤茶”基地，茶农在晒制
秋茶。白露过后，进入秋茶采摘佳期。近年来，张家界市推行“长寿藤茶”的有机
种植和产业化发展，助力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吴勇兵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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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8日讯 (记者 唐善
理 通讯员 陈健林 杨利军 )8月下
旬，江永县卫计委在中国社会扶贫网
发布289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因病
致贫家庭和296位癌症、瘫痪患者需
求信息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伸
出援助之手。短短几天时间，共收到
现金72.5万元以及价值18万元的药
品。截至9月初，江永县通过中国社会
扶贫网，整合部门和社会力量，全力
打造五大众筹品牌，对贫困户开展全
方位帮扶， 共众筹资金和物资价值1
亿多元。

今年以来，江永县以创建国家首
批中国社会扶贫网试点县为契机，全
力实施“互联网+社会扶贫”，借助社
会力量，打造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
进的大扶贫格局，在社会众筹方面成
功铸就了“致富帮一把” 产业发展、
“一网情深”网络应用、“阳光普照”健
康扶贫、“化茧成蝶”教育培训、“心灵
帮扶”德智教育五大众筹品牌。发动
爱心人士、企业、社会组织捐赠，组建
由部门农技干部、 农业院校技术人
员、社会农业技术人才构成的农业科
技团队， 为贫困户发展产业筹集资

金，提供技术支持和风险担保。
该县发动企业、社会组织、爱心

人士捐赠装有APP软件的手机5000
台，通过财政补贴、通讯企业让利等，
为全县贫困户提供想家视频通话业
务、留守儿童在线学习教育、扶贫政
策在线咨询、留守老人免费收看有线
电视等服务， 实现一网连接所
有，大力推动贫困户全面触网。
江永县还为贫困户开展技能培
训、 贫困学生就学提供全方位
支持， 全面提升贫困户综合素
质， 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热

情。
目前，江永县在中国社会扶贫网

注册爱心人士113953人， 占全国注
册数的27.92%以上；完成14345户贫
困户注册，贫困户注册率达100%；发
起爱心捐赠6147例， 成功对接5435
例，对接成功率达88.4%。

� � � � 湖南日报9月8日讯（杨卫星 旷
庆贤 张治国）8月下旬， 涟源市斗笠
山镇贫困户老郭终于丢下拐杖，行走
自如了。此前，他的右侧股骨头缺血
性坏死，濒临瘫痪。他激动地说：“党
的扶贫政策让我重新站起来了！”

涟源市把健康扶贫作为脱贫攻
坚的关键一环，确保贫困人群“有钱
看病、有人看病、看得好病”。市里组
织相关部门挨家挨户对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的44525人的信息进行全面
核查，重点对其中患病的12622人的

疾病治疗情况、治疗费用、治疗效果、
健康扶贫帮扶到位情况进行全面核
实、跟踪管理。

贫困人口大病救治由政府兜底，
确保“有钱看病”。涟源市明确，对大
病救治，在按国家规定报销85%的基
础上，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报销比例提
高10个百分点， 已落实签约服务的
贫困户再提高3个百分点， 切实解决
贫困人口无钱看病、 因病返贫的难
题。去年以来，该市先后为60名贫困
人口提供了大病救治。

稳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确
保“有人看病”。涟源市目前有70个
村实现了全科医生全覆盖，医生走进
了群众的家门。涟源市还克服财政困
难， 优先解决2017年健康扶贫阵地
建设经费2100万元。 在每个村建设
100平方米的标准化卫生室，每个卫
生室投入资金30万元， 今年全市将
建设70个标准化卫生室。

建立“三级诊疗框架”，确保“看
得好病”。 涟源市在娄底率先建立以
乡村医生、卫生院全科医生、上级指

导医院医生为联合体的“三级诊疗框
架”， 实行乡镇卫生院与市级医院远
程会诊，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
家会诊。

两年来， 涟源市还组织开展健
康教育系列活动12次240多场，发
放宣传资料35万份， 义诊16万多人
次，健康咨询15万多人次。成立由多
名医疗专家组成的健康教育宣讲
团， 经常深入全市城乡开展健康宣
讲，每年不少于100场，听课群众超
过5万人。

� � � � 湖南日报9月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毛钦）9月7日下
午，2017年北京（郴州）产业项目
招商暨旅游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会上签约项目16个，引资243.7亿
元。

为实施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打造湖南新增长极，今
年8月初，郴州启动开展“集中招
商引资活动月”活动，动员各级各
部门， 开展形式多样的小分队招
商活动，着重引进世界500强、国
内行业100强企业。 市党政主要
负责人赴河南郑州及珠三角等地
考察招商，与河南保税集团、金利
金铅集团、中国联塑控股集团、中
铁建工集团等企业对接洽谈，有
的放矢推荐相关招商项目， 增进

了相互了解。
郴州市各县（市、区）、市直

园区、 有关市直招商引资责任
单位迅速行动。8月以来， 全市
共出动招商小分队60多批次，
主动上门与相关企业洽谈 。郴
州高新区、 苏仙区在深圳联合
招商，签约项目18个，引资170
多亿元。 永兴县招商小分队对
接赤峰黄金后， 促成该公司加
大投入建设稀贵金属综合回收
湿法生产线， 并引进北京华祥
能源科技集团投资18亿元 ，在
永兴进行风力发电项目开发 。
其他县（市、区）及有关单位在
主动对接过程中， 也引进了投
资项目，促成了投资意向，取得
实实在在的招商成效。

� � � � 湖南日报9月8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刘琴琴 ）“有了这
个保税物流中心，我们株洲外贸
企业可以大大降低物流成本
了。”今天上午，株洲铜塘湾保税
物流中心顺利通过财政部驻湘
办事处、长沙海关、外汇管理局
湖南省分局和省国税局的联合
验收。

株洲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是
继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之后的
全省第二个B型保税物流中心，
是经海关总署批准， 由株洲市国
投保税物流经营有限公司经营，
多家企业进入并从事保税仓储物
流业务的海关集中监管场所。此
外，还具有国际物流配送、简单加

工和增值服务、 物流中心出口退
税等功能。 该项目总投资7.65亿
元，经国务院批准规划面积0.159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保税仓库、堆
场、检查场所、办公楼、配套用房、
出入卡口、隔离围网等总面积5.4
万平方米。

株洲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封
关运营后， 将是株洲一个可持续
吸引国内外物流企业进驻发展的
平台， 能有效就近解决当地从事
出口加工生产制造企业和进出口
贸易型企业的出口退税、 保税等
问题，既为企业降低了物流成本，
也丰富了株洲的物流业态和形
式， 能更有效地推进株洲物流业
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

� � � � 湖南日报9月8日讯 （欧阳倩
陈暄）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城乡规划
局获悉，《长沙市“十三五”城乡规
划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以下简称《规划》）日前已通过长
沙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正
式出台。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
长沙构建以长沙为核心的“3+5”
城市群和“一体两翼”城市空间格
局。其中，“3”为长株潭大都市区，
是城市群核心区；“5” 为岳阳、常
德、益阳、衡阳、娄底等5个外围城
市构成的城市群外圈，即2小时经
济圈。在长沙市域层面，内六区+
长沙县为“一体”，浏阳、宁乡为
“两翼”。

根据《规划》，长沙将打造三
大重点片区：一是规划建设岳麓
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和马栏山视
频文创园，打造创新高地；二是
规划建设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
和高铁会展新城，打造对外开放
高地；三是规划建设金融中心和
南部新城， 打造现代服务业高
地。

《规划》指出，到 2020年，长
沙市城区将基本实现“15分钟便
民生活圈”全覆盖。

市民生活更便捷。 根据《规
划》，长沙将建立完善的街道—基
层社区两级基层公共服务设施配
套体系,将提升文化体育、社区养
老等基层公共设施配建水平，打
造社区便捷生活圈。

社区更宜居。将围绕设施完
善、环境优美、安全便利、儿童友
好和老年关爱的要求，每年选定
一批试点社区开展宜居社区规
划设计， 推进宜居社区建设实
施。

小区更通透。 新建住宅要推
广街区制， 原则上不再新建封闭
小区， 实施开放式住宅小区改造
试点， 提高和改善城市通透性和
微循环。

交通更通畅。 将推行公交定
制、社区短驳公交，加强步行道和
绿道建设，做好步行、自行车交通
系统与居住区、 公交枢纽等公共
设施的无缝衔接， 改善影响百姓
生活的“最后1公里”交通。

环境更生态。将保护好谷山
至黄金园、岳麓山至象鼻窝、莲
花山至洋湖垸、 圭塘河至浏阳
河、潭阳垸至浏阳河、乌溪桥至
松雅湖、 解放垸等 7条生态廊
道。

集中招商出成果，签约项目16个
郴州引资243.7亿元

株洲铜塘湾
保税物流中心通过验收

长沙“十三五”城乡规划出台
构建“一体两翼”
城市空间格局

“长寿藤茶”秋茶开采

湖南日报9月8日讯（记者 徐
德荣 通讯员 陈润）9月8日，中核
集团及其下属单位与衡阳市签署
了多项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共
同打造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核产业
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区———湖南白
沙绿岛军民融合产业园。

该产业示范园位于衡阳市白
沙洲工业园和珠晖区东阳渡镇，规
划建设面积47平方公里。项目内容
分为4大板块： 转型升级板块主要
包括核材料产业、核制造产业、核燃
料产业等项目；创新引领板块主要
包括中核家园创新研究院、南华大
学核产学研孵化平台等项目；医疗
康养板块主要包括医养结合、质子
治疗、核素治疗等项目；新区板块建
设主要包括南江片区棚户区改造、
核工业博物馆等项目。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1672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09
802
7304

7
16
203

2401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4412
86204

429
2349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9月8日 第2017105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1756344 元
06 1009 11 17 19 21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9月 8日

第 2017244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46 1040 5678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44 173 232512

0 84

全国唯一
衡阳打造

“互联网+”，爱心潮涌贫困户
江永五大众筹品牌全方位帮扶贫困户

政府兜底，健康扶贫惠百姓
涟源70个村实现全科医生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