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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唐世日

又是新学期， 距离江华瑶族自治县县
城10公里的沱江镇塘头坪村小学， 教室里
书声琅琅。课间时间，宽敞的广场上，孩子
们正欢快地玩着“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2016年底，塘头坪村整村脱贫，物质
上告别了贫困；2017年11月，荣膺“全国文
明村”。如今村里条件好了，学校也变漂亮
变强了，越来越多的孩子选择随父母返乡
读书。

据统计，仅今年，从广东、浙江、上海等
沿海发达省市转回江华就读的学生就有近
2000人。近几年，该县县委、县政府把教育
作为最大民生工作来抓， 把教育扶贫作为
脱贫攻坚重要任务，教育质量越来越好，越
来越多的孩子回乡读书。

最美丽的地方是校园
“这个学校比原来我在广东读的学校

还美。”新学期开始，来涔天河中心小学报
名的盘小军非常开心。 盘小军爸爸在广东

打工，以前江华学校条件差，他爸爸就带着
他在广东求学。

涔天河中心小学是一所新建的富有瑶
族特色的学校，沥青硬化的校园道路，塑胶
运动场， 教学楼与学生寝室间还有一个小
公园。

“全校6个年级390多名学生都来自务
江冲村等3个贫困村。 以前村里学校条件
不好，学生都往外走，这两年学校修好了，
回来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多。” 校长何班金
介绍。

江华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112个贫困
村，贫困村学校48所。为彻底改善农村学校
状况，该县提出了“美丽校园、幸福师生、理
想教育”的教育强县目标，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文件。

近4年，江华共投入近15亿元实施合格
学校、县城学校提质扩容等民生工程，并按
照“一校一策”原则，对115所（包括48所贫
困村教学点）村小集中进行“四改三化”工
作，实现了贫困村学校全部达标。

如今，在江华“千里瑶山”大地上，最漂

亮的房子是学校，最美丽的地方是校园，农
村贫困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

“零负担”让孩子安心读书
“不少学生返乡读书，还有一个重要原

因是县里对贫困学生资助、 补助力度加
大。”该县教育资助中心主任林显春说。

刚考上中南大学研究生的卢小力，是
贫困建档立卡户子女，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他两分钟就完成了生源地助学贷款，解
了学费凑不够的燃眉之急。 小李也是贫困
建档立卡户子女， 去年回到江华二中读高
二，除了享受国家补助外，学校还帮他联系
了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 让他不再担心经
济问题。

近两年， 江华投入1580余万元设立了
“深度贫困教育助学专项资金”， 提供生活
补助、免教辅资料费、校车费、保险费等，实
现对建档立卡家庭子女补助全覆盖， 让他
们真正实现“零负担”入学；募集社会捐助
金额达3000多万元， 对6000人次进行资
助，让返乡就读的贫困孩子安心就读。

科教前沿

�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邹清华 陈沐）今天，第六届湖南艺术节复
排经典戏曲剧目展演、新创现实题材小戏展演
在株洲开锣。从今天起至9月21日，共有8部复
排经典戏曲剧目和25部新创现实题材小戏将
与观众见面。

据省文化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两个展演的
参展剧目种类丰富，包含京剧、花鼓戏、汉剧、
苗戏、阳戏等多种形式，它们既有较高的艺术
品位和艺术质量，又有较高的观赏性。

2015年起，我省在专业文艺院团实施“名
师传艺” 工程， 以此推动舞台艺术的传承、保
护、发展，提升青年文艺人才的演艺水平。到目
前，已有160多对师徒结对，完成22部经典戏
曲剧目的复排。 复排经典戏曲剧目展演是对

“名师传艺”工程成果的集中展现，包括《梁山
伯与祝英台》《新大打铁》《五女拜寿》《刘备招
亲》《十五贯》《新醉打山门》《招贤记》《大闹天
宫》8部剧目。 除9月18日外，9月13日至21日，
在株洲市神农大剧院或市政府礼堂，每晚演出
1场。

新创现实题材小戏大多为市县级院团创
作，如张家界阳戏传习所的《婆媳买衣》、株洲
市戏剧传承中心的《书记背娃》等。它们的内容
贴近生活，表现形式生动活泼，具有广泛性、时
代性和群众性。9月13日至17日，每天有5部剧
目在醴陵市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演出，下
午、晚上各演1场。

市民可以通过“韵动株洲”“株洲发布”微
信公众号等平台，免费获得入场券。

�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屈慧莹）在今天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
二十三次全国眼科学术大会上， 由爱尔眼
科首创的医疗“合伙人”计划成为大会关注
的热点。 首批爱尔眼科合伙人今年个人预
计年度总收入相较于他们加入爱尔眼科之
前的年收入， 平均超过了3倍，“合伙人”计

划为医生提供了阳光致富通道。
2014年， 爱尔眼科在中国医疗行业率

先推出“合伙人”计划，选择符合一定资格
的核心技术人才和核心管理人才， 作为合
伙人股东与爱尔眼科共同投资设立新医
院。在新医院达到一定盈利水平后，公司依
照相关证券法律、法规，通过发行股份、支

付现金或两者结合等方式， 以公允价格收
购合伙人持有的医院股权。4年来， 爱尔眼
科“合伙人”计划共覆盖了129家医院，惠及
千余名眼科医生。 大部分合伙人同时也是
爱尔眼科“限制性股票”的股权激励对象，
截至今年9月的统计数据， 加上今年6月兑
现的合伙人首期收益后，他们的个人年度总
收入相较于加入爱尔眼科之前的年收入平
均超过了3倍。爱尔眼科董事长陈邦表示，人
才是医疗行业持续发展最关键的推动力。只
有大力提高基层医护人员的收入，才能有效
提升基层医院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

复排剧目、新创小戏展演开锣

�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唐远 陈沐）今晚，“难忘的旋律———向经典
致敬” 大型演唱会在湖南戏曲演出中心上演，
拉开了“幸福湖南·文艺惠民”湖南省歌舞剧院
演艺惠民周的序幕。 从今天起至9月19日，市
民可以免费观看3场演出。

本次演艺惠民周的演出分别是：9月13日至
14日，“难忘的旋律———向经典致敬” 大型演唱
会将为观众献上《浏阳河》《贝加尔湖畔》15首现
当代经典歌曲。9月15日至16日，“共筑中国梦”
大型合唱专场音乐会精选了《七子之歌》《东方

之珠》 等反映时代变化的精品力作。9月17日至
19日，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多媒
体民乐剧《九歌》将上演。该剧是湖南省歌舞剧
院有限公司历时3年打造的最新力作，以屈原的
代表作《离骚》《九歌》《九章》 等作品为创作蓝
本，以民乐为主，将“乐、诗、歌、舞、影”等多种艺
术形式融为一体， 展现了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
心路历程。演出地点均为湖南戏曲演出中心。

感 兴 趣 的 市 民 可 以 拨 打 领 票 热 线
18774872041，在演出当天中午12时之前免费
领取门票。

省歌舞剧院演艺惠民周———

请市民免费听歌看剧

爱尔眼科首创医疗“合伙人”计划
首批“合伙人”分享成果

江华教育扶贫力度加大，学校变漂亮了———

越来越多的孩子回乡读书

�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余蓉）今天
上午，“管乐艺术进校园公益活动” 在长沙
市燕山小学启动。 此次活动由中国陶行知
研究会主办， 湖南立德树人文化教育研究
中心等承办。燕山小学、大同第二小学等16
所中小学校将免费获得价值60万元的乐

器，并组建管乐团。
“管乐艺术进校园公益活动”是由中国

陶行知研究会学校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发
起，旨在帮助学校成立管乐队，把培养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雅艺术进
校园”全过程，让优秀的文化艺术滋润学生

的心灵，提升学校的艺术教育水平。此次公
益活动将扶持16所长沙的学校， 组建管乐
团并授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学校文化研
究专业委员会管乐培训实验学校”称号，为
每所学校提供全新乐器25支， 其中包括圆
号、长号、次中音号各8支，大号1支，价值
60万元，同时为学校的管乐团建设提供3年
免费专业的指导教学， 旨在培养出新一代
“通音律，知礼仪”的高素质人才。

“管乐艺术进校园”首次走进湖南

9月13日晚，民乐合奏《春满潇湘》。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龙文泱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