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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周磊

总投资2.52亿元，总用地142亩，新增学
位5000个。12月14日，走进溆浦县今年新建
的12年一贯制的圣达学校， 宽敞的校园、现
代化的教学楼、明亮的学生公寓、整洁的食
堂……让记者恍如走在长沙市的校园里。

在溆浦县城区的南边， 改扩建后的鹿鸣
学校同样“高大上”，设备齐全的绘画室、音乐
室、实验室等功能室一应俱全。

近3年来，溆浦县优先发展教育，扎实推
进学校建设，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对城区学校
进行了提质扩容建设， 新增义务教育学位上
万个，大大化解了城区大班额；对农村学校全
面改薄提质，改造薄弱学校143所、恢复改建
村小13所，大力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条件改
善计划、多功能室提档配套工程。

不仅县城受益，全县也受益

几年前，一个班80多个学生，教室里学
生在课桌间走动只能侧着走， 这种现象在警
予学校、 屈原学校等溆浦城区的学校并不少
见。

为解决城区学校大班额问题， 财政贫困
的溆浦县毫不吝啬，先后投入了4亿多元，改
扩建、新建了一批学校。

今年6月，改扩建的鹿鸣学校全部投入使
用，学位由以前的900多个激增到4500个；今
年8月30日， 紧锣密鼓建设了17个月的圣达
学校也如约开学， 迎来了第一批4000名新
生。“真漂亮啊！”领着孩子来报名入学的家长
周水萍走进学校，兴奋地感慨道。

优美的校园环境，现代化的办学条件，优
秀的师资力量配备， 也吸引了不少本来想去
市里求学的学生。家住桥江镇的高一（一）班
黄依同学，本来考取了怀化市三中，但一听说

圣达学校招生就选择了这里。“这里条件也不
比市里差， 相信在这里我也同样能学好。”黄
依告诉记者。

该校校长黄喜介绍， 学校投入使用不仅
解决了城里孩子的“上学难”问题，还接收了
1000多名进城务工子弟，“圣达学校建好后，
不仅县城受益，全县也受益。”

老师以前招不到，现在素质好

从溆浦县城往东南方向驱车10多公里，
记者来到了桥江镇中学。这是一所农村中学，
校园不大，但图书室、体卫艺器材、电化教学
设施设备等基础设施完备。“特别是今年我们
学校的实验室器材全部更新， 学生的学习体
验大大提高， 对知识的学习掌握能力也强
了。”该校校长程潘高兴地说。

走进9年一贯制的统溪河乡学校， 只见
校舍整齐划一，运动场十分宽敞，郁郁葱葱的
绿化树木布满了整个校园， 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 与其相隔不远的小横垅中学原来破旧
不堪，经过原地重建之后，校园焕然一新。两
所学校校长都说，由于办学条件的改善，学校
生源增加了不少， 很多以前在县城就读的孩
子都回来了。

农村学校建得越来越好， 也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年轻教师。“以前我们很难招到新老
师，即使招到了，他们也留不住，这几年情况
大大改观了，3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有19名，
不少是湖南第一师范等院校的毕业生， 素质
好，教学强。”程潘说。

溆浦县还优化了村小（教学点）调整布局
和建设标准，4年内还将新建联合小学60所，
以建制村为中心，辐射周边邻村，计划总投入
197万元，建2层教学楼7间教室。

近几年来，全县已完成了85所义务教育
合格学校，力争到2020年高标准村小（教学

点） 总数达到160所， 创办乡镇寄宿制学校40
所，基本满足农村儿童就读住宿的需要。

信息化教学手段有了用武之地

教室顶棚、墙壁，均采用具有吸音效果的材
料，讲台前方的黑板被电子显示屏取代，教室还
安装了多台摄像机和声音采集话筒， 教师观摩
室由一道单面玻璃透视窗口与教学区域隔开。
鹿鸣学校的这间高标准录播教室， 不仅成了学
生爱上课的地方， 也成了学校老师分享教学方
法、展示优质课堂的舞台。

“这样的录播教室，我们全县共有6间，有的
在县城，有的在农村，实现全区域覆盖。”该县教
育局局长严安民介绍， 该县大力推进教育信息
化建设，就是为了让城区的学校和乡村的孩子，
均可以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

打开电脑登录教育云平台， 参考海量线上
优质资源，加工完善后即可化为自己的课件。在
桥江镇中学，教初一语文的陈艳君老师，全部备
课工作几乎在教育云平台完成。“我在湖南第一
师范读书时就学了很多信息化教学手段， 一开
始来到这所学校我还担心‘无用武之地’，没想
到学校信息化建设这么好， 现在我还在教其他
的老师怎么用。”陈艳君说。

该县2016年投入8700万元，全县96所中
小学校实现了教育信息化“三通”，即“宽带网
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
人通”，为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迈出重要
的一步。2017年启动了第二期工程，规划投资
4600万元， 将大幅提高全县的教育信息化水
平。

“只有实实在在地把学校办学条件改善了，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才能落到实处。”怀化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溆浦县委书记蒙汉如是说。该县
先后被确定为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试点县、
省教师信息化建设试点县。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徐敏）18日， 由湖南中华职教社、湖
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和电子工业出版社
共同主办的“2017湖南省高职院校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研讨会”在株洲职教科技园召
开。来自全省高校和企业的130多名专家、
代表，共同探讨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

会上， 来自全省数十所职业院校的负
责人和科研院校的专家就“职业院校创业
课程体系建设思考”“职业院校创业教育资
源整合与利用”“创新创业特色课程群的实
施与课程资源开发”等主题，从“双创”教育
推广、机构设置、机制建立等方面进行了全

方位、多元化的探讨交流。
湖南省教育厅副巡视员、 湖南中华职

业教育社秘书长杨里平认为， 全省高职院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可以从这些方面入
手， 一是要多关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领域、 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学生的个
体差异；二是要深化校企合作、推进创业导
师下企业；三是加强实践教学，搭建实践平
台、助推实践项目落地。

据了解， 为更好的促进专业教育与创
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 省教育厅计划将创
新创业教育切实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建立
有湖南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体
系，开发相应课程。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满峰 杨涛）记者今天从省卫计委获悉，
长沙市天心区、长沙县、泸溪县三县区日前被
批准为“2016-2017年度国家慢性病综合防
控示范区”。

心脑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糖尿
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影响我国居民健康和

生命质量的主要疾病， 也是可以有效预防和控
制的疾病。 我国因慢性病死亡人数占全部死亡
人数88.38%， 慢性病防治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
重中之重。 国家卫生计生委于2010年启动慢性
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 工作，
旨在通过示范区的建设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
动全国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深入开展。

近年来，为推进健康湘西建设，加强慢性病
综合防控工作，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
象，泸溪县始终紧抓群众健康工作不放松，形成
了“政府主导、部门配合、专业支持、全民参与”
的综合防控体系和建设标准化、服务惠民化、管
理精细化的工作体系。今年以来，该县持续加大
政策力度， 将慢性病防控工作纳入全县“十三
五”经济发展规划，实施了慢性病患者特殊门诊
统筹、全民免费体检等一系列惠民措施，逐渐实
现从发病后管理向发病前管理转变。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王晗 通
讯员 刘文思）时值岁末，我省演出市场又
迎来了活跃时节。 记者今天从长沙梅溪湖
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了解到， 欧洲顶
尖交响乐团———德国汉堡交响乐团将于明
年1月11日亮相大剧院， 为长沙交响乐迷
带来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大餐。

德国汉堡交响乐团成立于20世纪中

叶，多年来占据“欧洲新生代音乐”的主
导地位， 一直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近年
来，在著名音乐家、指挥家格雷戈尔带领
下， 乐团风格跨越巴洛克、 古典交响、歌
剧、音乐剧、电影音乐等多个领域，在全
球形成了“新交响音乐旋风”，其“轻松娱
乐” 的新理念也得到广大音乐爱好者的
认同和共鸣。

新增义务教育学位上万个
———溆浦县改善办学条件、 落实教育均衡发展纪实

科教前沿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讨会举行
我省拟开设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

三县区被列入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德国汉堡交响乐团下月亮相梅溪湖大剧院

12月21日，选手们在进行拔河比赛。当天，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庆元旦职工拔河比赛在
湖南日报报业文化城举行， 来自集团各分工会的10支代表队、120名职工参加了比赛，现
场400余名拉拉队员为参赛选手呐喊助威，加油鼓劲。 唐俊 傅聪 摄影报道

庆元旦拔河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