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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 1月 8日讯 （记者 左
丹 ）新年伊始，一则湖南省三年内将
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的消息，
振奋人心。 这意味着到2022年，乡村
孩子通过互联网也能享受到和城里
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了。这是全
省教育大会后，我省推进教育现代化
的一大力举。 不负时代使命，办人民
满意教育，湖南一直在努力。

让特殊群体共享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 每逢周末，湘潭市特殊学校
的教师李蕊就会来到13岁脑瘫女孩
严书晴（化名）家，送教上门，这已持

续了3年多时间。“除送教上门外，我
们湘潭市自2017年开始启动融合教
育，目前已有33所普通学校参加了特
殊教育融合试点。 到2018年底，我们
通过融合教育、特殊教育和送教上门
等3种形式， 让湘潭市市区内的残疾
儿童全部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 ”
1月2日， 湘潭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傅朝晖告诉记者。

“师德师风好坏关系到我们教书
育人的质量。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就
要突出师德师风建设。 ”1月3日，娄
底市教育局局长李耀文说。 近年来，

娄底市以问题为导向，大力开展师德
师风建设。一方面重拳整治教辅材料
征订违规行为，严查公办教师到民办
培训机构违规兼职问题和违规家养
家教问题，开展学生食堂专项整治工
作；一方面创新教师评价机制，建立
“最美教师”评选机制，建立集中学习
机制， 全体教师在暑假集中学习，提
升师德师风素养，积极打造促进教育
发展的清风正气。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就是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让人民
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018年5

月， 为帮助家长解决无法按时接送
学生、学生在家无人监管等困难，张
家界永定区出台了中小学校学生课
后服务工作实施方案， 主动承担起
学生放学后课后服务责任。 如今，该
区的中小学生在放学后，通过申请，
可以在学校开展体育、艺术、科普活
动，进行娱乐游戏、拓展训练、社团
及兴趣小组活动， 或在老师指导下
做作业、自主阅读。“学校的课后服
务， 为我们家长工作解除了后顾之
忧。 ”1月3日，永定区天门小学一位
家长开心地说。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邱枫）记者今天获悉，由湖南
广播电视台潇湘电影频道等联合出品
的励志电影《大微商》将于1月9日全国
公映。 作为国内首部讲述微商创业故
事的电影，影片揭开从业人员超2000
万、市场规模近1万亿元的微商行业的
面纱， 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激励他们奋发向上，勇于追梦
圆梦。

《大微商》 由湖南电视资深导
演、全国电影频道联盟首席导演、曾
获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的导演李锐
执导，刘东浒、程媛媛及李子雄、艾
丽娅等知名演员主演。 它将视角聚
焦电影从未涉及的领域———微商产
业，讲述湖南人的创业故事。 影片主
人公梁田原型是一位来自湘西的平
凡小伙， 电影展现了他在新时代创
业浪潮中义无反顾，通过自主创业，
在机遇和挑战中，越挫越勇，最终成
长为一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微
商企业领导者， 实现梦想的真实经
历，再次告诉人们“幸福都是奋斗出
来的”。 同时，影片巧妙地融合了“互
联网”“创业”“商战”等元素，给观众
直观展现出微商运作模式， 真实反
映出微商行业从兴起、 火速发展到
最后逐步完善的过程。

� � � �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见习
记者 唐曦）1月7日， 省职校技
能竞赛高职“业财税融合”（指
业务、财税融合）暨大数据管理
会计应用能力竞赛在湖南财经
工业职院结束。

据悉， 此次竞赛在全国首
次实现对高职学生“业财税”技
能和运用大数据支撑财务分析
管理能力的一体化考察， 比赛
引入“云上实训”大数据网络平
台， 选手可采用平台海量的企
业真实运营数据进行操作与分
析预判， 竞赛内容更加切合工
作岗位实际需要。

本次竞赛由省教育厅、省
人社厅和中国商业会计学会主
办，湖南财经工业职院、湖南中
德安普大数据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承办。当天，来自全省31所职

校的51支参赛队伍展开激烈角
逐。 比赛以4人团队赛的形式，
分两轮累计加分进行。 第一轮
比赛中，每组4名选手分别负责
业务会计、成本会计、税务会计
和财务主管等职责，在“云上实
训”云平台上，进行填制原始凭
证、编制记账凭证、成本计算、
编制财务报表等一系列基本操
作； 第二轮比赛则分别考察选
手的资金管理、投融资管理、运
营管理和绩效评价等大数据处
理与分析能力。

“这次竞赛有创新，要求学
生在云平台的真实语境下，对
具体案例进行数据采集、处理、
分析、预判甚至决策，把理论和
实际应用结合得很好。 ”一等奖
得主、 湖南财经工业职院带队
老师刘小海赛后如是总结。

� � � � 珍菊降压片为中西药复方
制剂，含有野菊花膏粉、珍珠层
粉2种中药成分及盐酸可乐定、
氢氯噻嗪和芦丁3种化药成分。
适应症为高血压症，用于降压。

其严重不良反应/事件主要
表现：消化系统损害表现为肝功
能异常、黄疸、胰腺炎等；精神神
经系统损害表现为头晕、视物模
糊、运动障碍、麻木；皮肤及附件
损害表现为剥脱性皮炎、全身水
疱疹伴瘙痒等；代谢和营养障碍
表现为低钾血症、 低氯血症、低
钠血症；有肾功能异常、心前区
疼痛、心律失常、白细胞减少等
个例报告。

珍菊降压片在临床使用中
易忽略其化药成分盐酸可乐定、
氢氯噻嗪和芦丁的安全性问题，

与本品含有相同活性成分的药
物合用会造成单一成分过量，与
作用类似的化药合用引起毒性
协同作用， 导致不良反应的发
生。

患者在使用珍菊降压片前，
应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充分了
解珍菊降压片的用药风险，并详
细了解患者疾病史及用药史，避
免或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注意
用药剂量，尤其与含有盐酸可乐
定、氢氯噻嗪和芦丁成分的药品
联合使用时， 避免药物过量；防
止撤药反应；注意水、电解质及
代谢紊乱。患者在服药过程中如
发生不良反应需及时就诊，如需
停药，应在医生指导下停药。

（通讯员 钟露苗 湖南日报
记者 李传新 整理）

不负使命 办人民满意教育
■落实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在行动

电影《大微商》
公映

省高职“业财税”职业技能竞赛结束

“云上实训”
考察选手实操能力

———湖南省药品审评认证与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协办
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

关注中西药复方制剂
珍菊降压片的用药风险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04 4 4 6 0 9 2 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6822572.7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08 9 8 7
排列 5 19008 9 8 7 4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历史步道夜色美
1月8日晚， 长沙市芙蓉区登隆街历

史步道， 市民从街上经过。 该历史步道
长1.5公里， 两侧建筑古色古香， 夜色
中彩灯摇曳， 别有一番韵味。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