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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7日讯（记者 左丹）浇花浇
根、育人育心。全省教育大会提出要全面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全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一要
求得到全省教育系统的热烈响应。 大家纷纷
表示，奋斗的方向更明确了，前进的路径更清
晰了。

“省委书记杜家毫说，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要用好用活湖南特有红色资源和
传统文化资源， 这说到了我们心坎上。”1月2
日，湘潭大学党委书记黄云清说。多年来，该
校坚持以红色研究基地为依托， 以课堂教学
为中心，以特色活动为载体，将红色文化基因

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
“全省教育大会提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

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
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各领域。这让我们很受鼓舞。”攸县教育局副
局长贺国惠说，近年来，攸县明确规定：全县
中小学校每周须至少安排一节劳动课或社会
实践活动课；小学4至6年级以及初中、高中学
生， 每学期必须要参加一次为期4至6天的社
会实践活动。

新年伊始， 长沙市一中校友陈向力院士
受邀担任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战略顾问的
消息在朋友圈刷屏。此前，长沙市一中校友、

著名作曲家、 指挥家谭盾被任命为美国巴德
音乐学院院长，更是引来海内外媒体的聚焦。
长沙市一中人才辈出的现象， 是该校立德树
人、 铸教育之魂结出的硕果。“我们始终把立
德树人作为教师的第一责任，以德立身、以德
立教，以德施教，努力培养有大爱大德大情怀
的时代新人。”长沙市一中校长廖德泉说。

“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是我们
学校这几年在摸索实践的一项教育。 这次全
省教育大会提出全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让我们工
作干劲更足了。”湖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附属
小学校长方少文说。

立德树人 铸教育之魂

湖南日报1月7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彭团）在危难中挺身而出，在岗位上
默默耕耘， 有人遇到困难时雪中送炭……
近日，省文明办发布了2018年12月“湖南
好人榜”，32人（组）上榜。

获评“见义勇为湖南好人”的丁祖祥是
怀化会同县金鱼口村人。2018年国庆假期
第一天上午9时左右，15岁的王羿尧跟随
母亲来到河边的田间劳作，不慎跌落河中。
正在河对面的丁祖祥闻讯赶来，只花了3分
钟便划过了300余米宽的河面， 利用木质
钩子将落水少年拖上船头，少年因此得救。

获评“助人为乐湖南好人”的左彩元是

永州零陵区鸿鑫养殖家庭农场老板， 四级
听力残疾人。2013年，他建起了养殖场，开
展牛羊养殖。2014年的一天， 一场突如其
来的重病造成了他听力残疾， 他由此体会
到残障人的种种不易。出院后，左彩元陆续
将周边的残疾人、 五保人员请到养殖场就
业，帮助他们战胜生活的磨难。

此次“湖南好人”评选中，丁祖祥等7人
当选为“见义勇为好人”，李小平等7人当选
为“敬业奉献好人”， 左彩元等6人当选为
“助人为乐好人”，付跃周等6人（组）当选为
“孝老爱亲好人”，吴鑫成等6人当选为“诚
实守信好人”。

32人（组）登上
2018年12月“湖南好人榜”

湖南日报1月7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吴冬） 记者今天从省药监局获悉，近
日该局组织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省药
审中心对湖南御家化妆品制造有限公司等
部分化妆品生产企业开展安全风险隐患现
场排查， 正式启动全省化妆品整治专项行
动。 此次行动重点排查整治化妆品生产经
营假冒伪劣等问题。

为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食品药
品特种设备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

行动的通知》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落实
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有关精神，省药
监局日前印发《湖南省化妆品生产经营安全
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计划集中3个月时间，在全省范围内针对化妆
品生产经营领域的薄弱环节， 排查大整治安
全风险隐患，查处一批违法违规行为，移送一
批违法案件， 进一步规范化妆品生产经营秩
序，守住化妆品安全底线。

开展化妆品行业整治专项行动

湖南日报1月7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
讯员 羊洁 ）日前，郴州市朝阳培智学校
康复教师李素莲在上残疾儿童室内运动
课时，为避开受训儿童而摔倒，造成左膝
盖骨骨折。 太平洋保险公司湖南分公司
业务人员随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受案
并完成情况查勘， 待伤者出院后将进行
理赔。 这是我省残疾儿童康复机构责任
保险给康复教师带来的健康保障， 填补

了全省空白。
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的风险分担机

制，能够降低康复机构运营风险，有益于维
护残疾儿童康复权益。2018年，省残联为6
个市州34个残联自办或民办残疾儿童康
复机构购买责任险，为2318名在训残疾儿
童购买意外伤害险。通过两个保险，保险公
司和康复机构构成风险共担的关系主体，
强化了风险管控。

我省首建
残疾儿童康复机构风险分担机制

34家机构及2000余名残疾儿童受益

湖南日报1月7日讯（记者 熊远帆）近日，
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大型舞台艺术创作资
助项目———湘剧《望母台》在长沙实验剧场举
行首演。该剧在宣扬母爱、孝道等传统美德的
同时，钩沉了长沙国及定王台的历史，对于传
承湘剧传统艺术、探索古装新剧目创作方面，
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该剧以长沙市历史文化遗址“定王台”为
时代背景和创作线索， 讲述了西汉景帝时长
沙王刘发和生母唐儿之间的曲折经历。 唐儿
偶然代替程姬侍寝， 生下了景帝的六皇子刘
发。刘发在长沙为王之时，勤恳治国、功绩卓
著，终以自己的功业使母亲脱奴封妃；刘发欲
从此与母日夕相伴、恪尽孝道，却因功被谗无

奈顾全大局而母子永久分别； 远隔千里难相
见，刘发岁奉良米孝母，并运回长安土在长沙
筑台望母，聊解思母之痛。湘剧《望母台》诠释
了这对特殊的皇家母子之血肉浓情， 宏扬了
人类最基本的伟大母爱情感， 表达了中国传
统孝道美德。刘发死后谥为“定王”，乃褒其安
定边国之功，后世称此土台为“定王台”，誉咏
不绝。此台历经两千余年而尚存，现为长沙市
湘剧保护传承中心新址。

该剧由剧作家盛和煜担任艺术顾问， 国家
一级演员罗志勇、国家二级演员周帆担任主演，
国家一级演员贺小汉、汪辉、唐伯华倾情出演。

聚焦定王台 湘剧颂大爱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望母台》首演

冬修水利忙
1月7日，溆浦县黄茅园镇横坡村，施工人员在砌筑水渠。连日来，该县利用冬季农闲时节兴修水利，稳步推进农村水利建设，为年中的防汛抗

旱工作打好基础。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张微渺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杰华 吴霞

“妈妈，孙伯伯对我们家真好！”送走“城
里亲戚”，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渠阳镇五星村
贫困村民刘维美的儿子忍不住感叹。

“是啊，你要攒劲把学习搞好，才对得起
孙伯伯嘞！”刘维美对儿子说。

他们说的“孙伯伯”，是靖州一中高级教
师孙秀连。2018年12月28日，听说刘维美读初
一的儿子成绩下降， 孙秀连下班后直接赶到
了刘家。

“你把心思集中在学习上，生活费的事你
不用担心，我来想办法。家里暂时还穷，不要
和别人比吃穿，而是比学习。”从教经验丰富

的孙秀连一眼看穿了孩子的心思， 温和地对
孩子说。

孙秀连是在2016年4月开展的“结对帮
扶”工作中，与这个贫困家庭“结亲”的。

刘维美的丈夫杨保付患癫痫病， 完全丧
失劳动力，刘维美不仅要照顾病人，还要供两
个孩子读书。

孙秀连经过一次次走访， 为刘维美家量
身定制脱贫计划：治病救人、读书兴家。他带
杨保付去医院看病治疗， 帮其家落实农村危
房改造补助、 义务教育生活补助、 职业中学
“雨露计划”、扶贫特惠保等政策性帮扶措施，
还帮刘维美在县城找到了一份工作， 帮其女
儿到怀化职业技术学院读书。 更让人欣喜的
是， 杨保付治疗效果明显， 发病间隔越来越

长。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2018年10月21

日， 好久没有犯病的杨保付进城里去找妻
子，突然失踪了。刘维美六神无主，拨通了
孙秀连的电话。 孙秀连开着自己的车满城
寻找，还发动亲友寻人，但连找几天，没有
找到。几天后，刘维美得到警方通知，杨保
付因突发癫痫，摔下渠江，已不幸遇难。

看着这个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孙秀连
默默拿出3000元工资，捐给刘维美。

“孙老师待我们比亲人还亲，我不知道
怎么感谢才好。”前不久，刘维美带着儿女来
到靖州一中，将一面写着“情如亲人”字样的
锦旗送给孙秀连，感谢他帮她一家度过“寒
冬”。

帮贫困户度过“寒冬”

湖南日报1月7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陈保文 何熠）1月7日，一起土地使用
违规案例通报后， 在永兴县党员干部中引
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该县疾控中心、县城建
联合执法大队、县国土资源局、县房产局等
单位11名干部，因这起土地使用问题被“打
板子”， 其中8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3人被
问责。

为解决医疗综合业务用房问题， 永兴
县疾控中心实验楼一块444平方米的单位
国有划拨土地， 想通过挂牌出让的方式与
土地竞得人合作开发建设， 一至二层作为
县疾控中心医疗用房， 第三层及以上由竞
得人进行房地产开发。2006年6月，经县疾
控中心研究决定由开发商李某某开发，项
目于2006年7月开工，2008年3月竣工。但

是， 作为县疾控中心医疗用房的一至二层
房屋产权属于李某某， 至今未交付给疾控
中心使用。

岂能容忍国有土地登记到私人名下？
去年在永兴县委巡察组进驻县卫计局巡察
时， 知情的干部职工向巡察组反映。 经查
实，时任县疾控中心主任李振海，副主任廖
国乐、史晓彦，在没有与开发商李某某签订
合作开发协议的情况下， 同意建设县疾控
中心综合楼。 不仅如此，2010年至2012年
期间，县城建联合执法大队罗跃平、郭辉尧
在处理项目土地违法违规， 县国土资源局
李超、刘洪瑞在办理项目用地审批手续，县
房产局邓亮办理县疾控中心综合楼房屋产
权登记等过程中， 错误地将国有划拨土地
使用权认定或登记为李某某。

1宗土地使用违规 11人挨“板子”
永兴8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3人被问责

1月6日，市民戴着耳机聆听
交响乐名曲。5日至6日， 湖南新
年音乐周主题活动———触见
VOICE·星乐艺术展在长沙泊富
国际广场举行， 现场通过文字、
图像、声音等多种形式，向市民
普及交响乐百科知识，帮助大家
感受交响乐的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触见VOICE·星乐艺术展”长沙展出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近日，省纪委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这6起问题共处理
35人，其中最多的一起涉案28人。

2018年10月10日， 洪江市群峰乡和湾溪
乡28名干部进行篮球友谊赛后，在湾溪乡政府
食堂共用晚餐，饮用白酒7瓶，消费700元。10月
11日上午，参与用餐并饮酒的群峰乡人大主席
向建明被发现在宿舍房间内死亡，群峰乡党委
书记王军得知后与湾溪乡党委书记向子富找
其他就餐人员统一口径， 称是私人接待行为、
饮用白酒2瓶。 王军、 向子富受到撤销党内职
务、政务撤职处分；参与用餐的其他25名干部，
根据情节分别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和免职、诫勉
谈话、批评教育处理。湾溪乡纪委书记禹浩履
行监督责任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018年4月22日至23日，古丈县政府副县
级干部罗时衡在该县某餐馆和某酒店分两次
为其子举办结婚宴，共置办酒席46桌，收取礼
金78000元，其中违规收受非亲戚人员所送礼

金22000元。事后，罗时衡向组织报告“共20
桌，没有违反上级相关规定”。罗时衡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2018年5月至9月， 长沙市望城区机关事
务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苏跃宇接受管理服
务对象宴请，先后7次违规出入“一桌餐”场所
豪吃海喝，餐费金额共计14524元。苏跃宇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

2017年2月至2018年2月， 攸县第二中学
校长兼党支部副书记陈卫旭违规使用该校公
务用车，共涉及私用公车费用10100元。2017
年12月21日， 陈卫旭在操办其父亲丧事过程
中，安排该校教职工上班时间帮忙操办丧事，
并违规收受该校教职工等亲戚以外人员礼金
47400元。 陈卫旭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
职处理。

2018年4月， 邵阳县建筑公司经理刘斌、
县市政公司副经理银朝阳、 县公路局路桥工
程队工作人员银喜民， 以邵阳县建筑协会会
员身份接受县建筑协会邀请， 并使用县建筑

协会费用到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地旅
游。组织调查期间，刘斌、银朝阳、银喜民分别
上缴旅游费用6800元。刘斌、银朝阳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银喜民受到政务记过处分。

2018年6月22日， 澧县财政局原金融与债
务股股长黄昭春陪同常德市某公司一行人到
澧县考察项目。考察结束后，黄昭春安排该公
司一行人到澧县某餐馆吃午饭。席间，黄昭春
等人饮用2瓶白酒和4瓶啤酒。送走项目考察人
员后，黄昭春在途中与他人发生争吵并殴打他
人。黄昭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

“以上6起案件均发生在党的十九大之
后，既有老问题，也有新表现。有的用公款大
吃大喝、违规接受宴请，有的节日期间收受红
包礼金、名贵特产，有的公款出国（境）旅游、
违规长期使用公车， 有的大操大办、 收钱敛
财，都是置党中央三令五申于不顾、不收敛不
收手的典型案例，必须严肃处理。”通报提醒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吸取深刻教
训，切实引以为戒。

省纪委通报6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落实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