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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微档案】
贺立萍，女，1979年生。平江县加义中

学教师。1998年中专毕业，从教20年，当了
18年班主任。曾获岳阳市“优秀班主任 ”、
平江县“语文科骨干教师”、平江县“初中
德育导师”等荣誉称号。

【故事】
她像一位姐姐，站在学生面前，和蔼

可亲。
她像一株青萍，立于孩子之中，温婉

优雅。
6月27日，面对记者的采访，贺立萍，

这位从教20年、当了18年班主任的中学教
师说：“在我眼里， 每一个学生都像一朵
花。我每天生活在花丛中，感到很幸福。”

不久前，她以《花开幸福来》为题，在
平江县加义镇全体教师大会上介绍当班
主任的经验。18年班主任生涯， 贺立萍有
她一套“育花经”。

她认为， 班干部是班上的牡丹花，是
“花中之王”。她极其重视班干部、课代表

和小组长的能力培养。不管是从初一带的
班级还是中途接教的，第一个月，她都会
花大量的精力去培训这些孩子如何满腔
热忱地工作。 教班干部熟悉他的职责，告
诉他们如何稳重地值日；教课代表如何收

交作业以及如何进行作业管理，还有如何
与科任老师交流；她还教每一个大组长如
何端庄大方、以身作则管好纪律，每一个
学科组长多牺牲课余时间，大度地管理本
学科的作业。开会时集体教，平时个别再
教。贺立萍说：“一个月下来，很累。但每天
看着他们将班上管理得井井有条，笑靥如
花，我更感到轻松、开心。”

在贺立萍的“育花经”中，小组管理模
式是她最喜欢也最擅长的。

贺立萍说，她最喜欢的时间是夕会课
时间。那个时候，大组长会对小组成员进
行点评， 值日生会对全班同学进行点评。
“我最喜欢听孩子们的点评。 孩子们的点
评经常让我忍俊不禁，心花怒放。他们的
点评比我的点评到位得多， 犀利得多，缤
纷得多。”她记得183班七年级时的一节夕
会课。一个大组长点评组员不足时，突然
说了这么一段话：“特别要提出批评的是，
我组某某同学很不注意个人卫生与个人
形象，脚很臭，而且中午时间还把臭脚从
鞋子里拿出来了。这让我们很难受。所以，
拜托以后注意一下。让我们都有一片干净

的空气呼吸。”贺立萍听完，忍不住笑了。
因为学生个人有管理，因为小组之间

有竞争，因为小组内部有互帮，孩子们在
不断成长。贺立萍说，小组管理是“一花带
来百花开”。

丰富多彩的班会课是贺立萍的“育花
经”中的又一技艺。她认为，班会课的形式
很重要。可以是常见的自由发言，也可以是
游戏与交谈的结合， 还可以是学科知识竞
赛和各种球类棋类比赛。 班会课的名字必
须精心设计， 比如，“谁与争锋———班级象
棋比赛”“我的能量无极限———中考动员大
会”“知易行难———做一个会做家务的孩
子”“校园百态———纠正不正之风” 等等。6
月下旬她组织了一个主题班会， 采取课堂
剧的表演， 对少数同学吃饭时哄抢菜的行
为进行潜移默化的批评。 每一次班会的主
持人都是班里的学生， 起初由班干部自由
组队，后来是全班同学自由报名申请。

每次班会过后， 贺立萍非常惬意，幸
福感满满。真是“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
朵压枝低”，或是“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
成畦手自栽”。

贺立萍：幸福的“育花经”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全省文化工作
现场推进会召开
加强对现实题材艺术创作

生产的引导和扶持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龙文泱）今天，全省文

化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岳阳召开。
今年以来，省文化厅围绕建设文化强省目标,立项

资助艺术创作项目108个，投入1.8亿元省级文化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148个。下半年，我省将以举办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为契机，加强对现实题材艺术创作
生产的引导和扶持，深入推进戏曲进校园、进乡村；聚
焦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大力开展文化精
准扶贫； 针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高的问题，推
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县级文化馆和图书
馆总分馆制建设、社会化购买服务、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等工作的实施； 重点建设湘潭昭山文化产业园、马
栏山视频创意产业园等一批园区，办好长三角经贸洽
谈周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推介会、第四届湖湘
动漫月等重点活动； 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推动各种基地、园区、工程等对接、整合，推动剧场、演
艺、动漫等产业与旅游业合作，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因
地制宜建设特色文化小（城）镇；推动“万里茶道”进入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举办湖南—波兰非遗交流
周、小小非遗传承人、走进美国———湖南文化旅游周
等活动。

湖南省高校“双一流”
学科建设项目启动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余蓉 实习生 邹红

珍）今天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关于申报湖南省高
等学校“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的通知》已经发布，明
确了我省高等学校“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申报类别
与范围、认定与遴选方式、遴选程序等。

我省高等学校“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分世界一
流建设学科、 国内一流建设学科和国内一流培育学
科、应用特色学科四个类别，按一级学科申报。其中，
世界一流建设学科、 国内一流建设学科和国内一流
培育学科面向具有硕士或博士授予权的高校申报，
应用特色学科面向不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本科学
院申报。

认定与遴选方式方面，国家公布的“双一流”建设
学科可申报认定为世界一流建设学科。

除世界一流建设学科以外，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
评估中进入B+及以上的学科，经学校申报，可直接认
定为国内一流建设学科。此外，学校可自主推荐认定
少量符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湖南“一带一部”、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 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五个100”工
程、 精准脱贫等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以及教育部

“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等的学科为国内
一流建设学科。

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进入B、B-及C+的
学科，可直接认定为国内一流培育学科。经自主推荐
国内一流建设学科后无符合国内一流培育学科直接
认定条件的高校， 每校可在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
予权的学科中自主推荐认定1个学科为国内一流培
育学科。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任泽旺 杨林)7月17日， 由中宣
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策划的大型扶贫
纪录片《承诺》，在“全国旅游扶贫示范
项目”———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寨
开拍。这里也是湖南省唯一入选的扶贫
典型，勾蓝瑶寨的精准扶贫成果将作为
一个重要篇章在片中呈现。

5集大型扶贫题材纪录片《承诺》，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负责实施，中央新
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负责摄制。所

拍摄典型是从全国近千个精准扶贫典
型中筛选确定， 目前共确定8省12个精
准扶贫典型， 江永县勾蓝瑶寨名列其
中，并成为首个开拍典型。据介绍，摄制
组在勾蓝瑶寨的拍摄周期计划30天左
右，将根据不同时间节点、不同地域风
俗习惯、故事情节细节的变化、扶贫工
作的阶段性推进等，分多个时期进入现
场跟踪拍摄。

勾蓝瑶寨原是国家级贫困村。 近年
来，在中央、省、市扶贫政策的指引下，该

村按照“四跟四走”的扶贫思路，试行实施
“政府引导、集体经营、市场运作、村民参
与”的乡村旅游扶贫模式。成立村级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村民以资源入股。全村通
过开展环境整治，开发景区景点，举办节
会活动，成立民俗表演、农业生产等各类
合作社，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带动268
名贫困户实现平均增收1260元，闲置的绿
水青山变为乡亲致富的“金山银山”，走出
了一条“以旅脱贫、以旅富民”的新路子，
为全国旅游扶贫提供了样本。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邹红珍

7月11日上午，长沙市博才咸
嘉小学举办了“让创新思维在课
堂飞扬———博才咸嘉小学‘新基
础教育’展示”。作为湖南省首例
大学教授深入小学课堂进行长期
教学改革研究的试点，“新基础教
育”在该校推行已一年，教师们正
逐渐从“老师本位”转移到“学生
本位”，给“日常的教学”赋予“科
学理论”支撑，让课堂临时“生成”
而不是“照本宣科”。

“同学们，磁铁吸住了这个礼
品盒， 请问这个礼品盒是什么做
的？”“是磁铁做的。” 在三年级的
科学课堂上，老师在上一堂“认识
磁铁”的课程，这名学生的回答显
然出乎老师的预料。

但老师立刻反应过来， 把这
个小插曲当作一个契机， 请学生
上台观察， 并拿这个礼品盒靠近
一枚铁制回形针， 发现它不能吸
起回形针， 让同学们都认识到了
礼品盒是金属而不是磁铁， 更理
解了磁铁与金属的属性。“以前我
在课堂上遇到这种情况， 会直接
让别的学生回答正确的答案。在
刘教授的指导下， 我们已经认识
到了要把握课堂上学生的反馈来

教学，这样的课堂教学质量更高。”
据介绍，该校的“新基础教育”是由湖

南师范大学教授刘德华倡导并组建专业
团队指导，重点在语文、数学、科学、英语和
班级建设五个领域开展“新基础教育研
究”，采用集中授课、听课、评课的方式，专
家们针对课堂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指
导和建议。

“平时老师的教学经验比较多，但是
研究方面有所不足，大学教授走进课堂给
老师们指导， 我们的老师不仅更会教了，
也开始主动思考钻研更适合学生的教学
方法。”校长陈艳萍说，通过“新基础教育”
实践，课堂教学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学生
学习也越来越轻松高效。

柯桐枝花鸟画作品展开幕
7月17日，湖南省博物馆，市民、游客在欣赏画作。当天，“九天花雨———柯桐枝花鸟画作品展”在该馆开幕，展出湖南著名花

鸟画家柯桐枝近20年来的艺术作品97件。柯桐枝，1943年生于福建莆田，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研究员、湖南省花鸟画
家协会名誉主席、湖南省文史馆研究馆员、湖南省中国画学会顾问。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龙文泱 摄影报道

大型扶贫纪录片《承诺》在江永开拍
勾蓝瑶寨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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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7月 17 日

第 2018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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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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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7日 第2018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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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38703256 元

奖级 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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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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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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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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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贺立萍和学生在一起。（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