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见习记者 邢
骁 通讯员 张念琪 )“日落西山红霞
飞，战士打靶把营归……”今天下午，
在军旅名曲《打靶归来》 的铿锵旋律
中，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向80余
名退役军人颁发“光荣之家”光荣牌。

“曾经是个兵，永远是个兵。”曾和

战斗英雄麦贤德一起参加过“八六海
战”、奔赴过抗美援越前线、荣获三等
战功的老兵刘玉成热泪盈眶。“退伍不
能褪色，在新时代，我们更要积极主动
投身家乡建设，在各自岗位再立新功，
展现老兵风采。”刘玉成向全场退伍军
人发出倡议。现场，热烈的掌声在《打

靶归来》的旋律声中响起。
“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优

抚家庭颁发悬挂光荣牌是党的优良
传统，我们不仅要做好这项工作，更
要做好对退役军人的服务工作，营
造爱国拥军、 尊崇军人的浓厚氛
围。”定王台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记者 蒋
睿 通讯员 冉春雷 谢雨芬）“这本
书真是我们开展家风教育的好教
材。”1月30日， 韶山市纪委书记颜
炬在收到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
《旷世清风———湘潭名人家风选》
后，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她说，学
习名人家风， 是对我们干部精神上
的一次洗礼。

湘潭，作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

钟灵毓秀，名人辈出。
据了解，该书共介绍了17位湘

潭名人的家风故事，包括一代伟人
毛泽东、“一身正气为人民”的彭德
怀、“有德性、有文性、有血性的革
命家”罗亦农、“让艺术进入千家万
户”的齐白石……每位名人家风的
编写分为“人物简介”“家族源流”
“家训精要”“家风故事” 和“评点”5
个部分。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任军营 )1月30日上
午，永州市委、市政府在新田县启动
新一轮扫黑除恶集中收网行动，打
响2019年扫黑除恶“第一枪”，抓获9
名涉恶犯罪团伙成员， 破获刑事案

件10起。
本次集中收网行动共有330余

名政法干警参加，打击对象主要是
影响治安稳定、 危及群众安全、破
坏社会和谐的黑恶势力和痞霸分
子。行动开始前，参战警察缜密侦

查，锁定了多个涉黑涉恶团伙的主
要犯罪嫌疑人，固定了大量犯罪证
据。行动结束后，参战警察在集镇、
县城主要路段开展巡逻，增强了群
众的安全感，有效震慑了违法犯罪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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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通讯员 蔡颂

新年伊始，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春色满园”：“全国最具影响力文艺社
团”、“全国最具影响力文学社团” 演讲
团、“全国最具影响力公益志愿社团”拓
荒者协会、“全国最具影响力传统文化
社团”梨轩戏曲社和鹿鸣茶艺社……在
第三届全国学生社团影响力展示活动
上，该院学生社团摘得5顶桂冠。

湖南师范大学是文学明星的摇
篮。韩少功、何立伟、张枣、骆晓戈、何
顿、阎真、汤素兰、张战、吴昕孺、田
地、 梁振华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作
家从这里走出，影响感染了一代又一
代文学青年。

近年来，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秉
持“素养先于知识”的育人理念，以“读
-说-写”3个维度为抓手，创新教学形
式，推进教学改革，让中文专业这一古
老传统的学科，再次焕发魅力。

著名作家当 “班导师”
阅读沉淀品质

读与写，是文学的核心素养。
为了引导学生更好地走近文学

经典名著，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实行
了“班导制”，遴选、聘用了包括当代著
名作家韩少功在内的一批优秀“班导
师”深入班级提供指导，带领班级在课

堂内外开展读书实践。同时，文学院为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戏剧影视
文学等专业开出“必读书目单”， 组织
开展“读书心得撰写评选”“文化早茶”
“读书分享会”等读写活动，邀请知名
专家教授全程参与指导。

韩少功是文学院的“班导师”，还
是该院聘请的“潇湘学者”讲座教授。
谈及对经典的阅读，他建议同学们控
制阅读量，扩展阅读视野，学会知识
的搭配互补，用生命去体验。

如今，以文史哲为主线，大规模、
成系统、深入而有计划地阅读，是文
学院本科生每天都要做的事，读经典
写文章在文学院蔚然成风。据湖南师
大发布的最近一年阅读报告，文学院
是入馆人次最多、借阅总量最大的学
院。其中，来自该院的刘昌华以211
本借阅读书量成为湖南师大本科生
借阅排行榜中的第一名。

课堂创新
让学习变得有意思

走进湖南师大文学院教室，讲台
上方，满黑板秀丽的小篆体，流畅典
雅。这是青年长江学者、文学院院长
郑贤章一堂普通的本科教学课堂。

郑贤章讲文字，有一项特别严格
的要求：每个学生学会写300个以上
的初文小篆，并由此组合，写出更多

构造复杂的汉字小篆。他一个字一个
字示范。文字传承经典。一堂课下来，
他对中华古典文学的热爱，通过那一
个个典雅秀丽的小篆体，深深地感染
着他的学生。

岳凯华，文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
长， 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研究生导师。
为让课堂更加生动形象，他每次都会
用心地找许多电影剧照，在课堂上开
影评讨论会，让学生点评。“看岳老师
制作的PPT就像欣赏一场视觉盛宴，
上他的课能以文艺之眸赏文学之
景。”有的学生如此评介。

从传统课堂教学转变为“课堂+
研讨+实践教学” 相结合的模式，在
文学院，这样的课比比皆是。

社团培养志趣
竞赛提升素质

无社团，不青春。在文学院，多姿
多彩的学生社团活动是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始于1978年的朝暾文学社，踏
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历经40年风雨，
初心不改，成为一代又一代中文学子
初试雏声、 追逐文学梦想的起点。
2018年12月， 该文学社第三次被评
为“全国最具影响力文艺社团”。

黑蚂蚁诗社、湖湘文化社、文学
院在线等多个写作社团，拥有自己的

报纸、网站，为学生提供发表文章的
平台，激发学生写作热情。文学院在
线2011年创办至今， 共发表散文小
说4000余篇，字数达400余万。

楚魂戏剧社是由中国戏剧大师
曹禺先生取名的湖南首个高校戏剧
社。该社团曾获“全国大中专最具影
响力文艺社团”“全国优秀大学生国
学社团”等荣誉，每次开演好评如潮。

社团培养志趣， 竞赛提升素质。
专业性竞赛是学生在课堂以外展现
和提升自我的重要舞台。

2017年3月，演讲与口才教研室
在文学院成立，以提升学生的语言表
达核心素养为职责，是学校深化本科
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2018年1月，
在“我青春 我健康” 全国演讲大赛
上，文学院学生丛杨勇夺冠军，获奖
背后是演讲与口才教研室教师们孜
孜不倦的细节打磨。

文学院语言艺术大赛创办至今已
举办18届， 古典诗词背诵大赛创办至
今已举办11届，超过2万学生参与。

语文教学法教研室的教师指导
学生参加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
技能竞赛、语文学科教学技能大赛屡
获大奖。中文文秘教研室组织师生参
加第五届“全国（商务）秘书职业技能
大赛暨第二届秘书专业教师业务技
能竞赛”，获得“团体一等奖”和16项
个人单项大奖。

科教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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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素养育英才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记者 余

蓉）职业院校学生实习有哪些“刚性
要求”？近日，省教育厅与省财政厅
等5部门联合印发了《湖南省职业学
校学生实习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细则》），明确职业学校学生实习
必须签订三方协议， 实习单位须按
同岗位试用期工资80%以上的标准
及时、 足额向顶岗实习学生支付报
酬。

此次出台的《细则》重点强化实
习管理，进一步明确了“实习”的概
念，将实习分为认识实习、跟岗实习
和顶岗实习，实行分类管理，并建立
实习指导教师制度。 职业学校和实
习单位应当建立校企“双导师”指导
制度，根据实习工作需要，分别选派
经验丰富、业务素质好、责任心强、
安全防范意识高的实习指导教师，

聘请实习单位技术骨干、 能工巧匠
为兼职指导教师，全程指导、共同管
理学生实习。

“高强度工作”“加班”“工作环
境恶劣”“被当做廉价劳动力”……
在网络上搜索实习相关内容， 可以
见到这样的标签。 针对类似问题，
《细则》首次提出顶岗实习学生报酬
底线，要求“原则上不低于实习单位
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80%”，
从而避免实习期学生沦为“廉价劳
动力”的现象发生。

《细则》还提出明令禁止事项。
比如，安排一年级学生顶岗实习，安
排学生到酒吧、夜总会、歌厅、洗浴
中心等营业性娱乐场所实习， 通过
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 安排和
管理学生实习工作等， 这些都在明
令禁止的范围内。

湖南省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实施细则出台
实习不得沦为廉价用工

湖南日报2月1日讯（通讯员 何
穰 记者 李传新 ）“一点也不疼，可
以回家咯。”来自岳阳临湘的12岁小
男孩跃跃（化名） 今天高兴地出院
了。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为他进行了“大型头皮瘢痕畸形矫
正术+多皮瓣综合整形术”， 头部瘢
痕得以成功重塑。医生警示：春节期
间谨防烧烫伤。

春节假期即将来临， 正是各种
烧烫伤高发的时期。 湖南中医药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张予晋医师
提醒，一旦遇到烧烫伤，先应该评估
环境，保障不再被继续伤害。如果伤
情严重，要迅速拨打急救电话120。
其次， 患者要立即来到有冷水的地
方。最好是用自来水缓慢冲洗伤口，
冲洗越早越好，持续的时间至少10

分钟。当遇到各种化学烧伤，特别是
伤及眼睛、面部等处的时候，在现场
也要及时地用大量清水冲洗， 以免
使组织受到进一步腐蚀和损伤。冲
水时， 水流要从伤口的中央漫向四
周，可以减少对伤口的污染。冷却后
的伤口，可以用不粘连的、无菌的烧
伤敷料进行轻轻覆盖。 如果没有的
话，可以用保鲜膜。

12岁男孩头部瘢痕成功重塑
医生警示：春节期间谨防烧烫伤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见习记者
唐璐 通讯员 刘苗）“爹爹、 娭毑，快
来看一看啊，莫乱投资，自己的钱袋
子要把牢！”年终岁末，正值市民腰包
丰厚之时，也是非法集资等违法活动
高发期。近期，长沙市集中开展了系
列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
动，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家庭，

多种形式帮助居民远离理财陷阱和
非法集资，初步实现“能识别、有防
范、敢举报”的宣传教育效果。

据了解，本次宣传活动重点针对
辖区内居民社区、金融聚集区、商务
写字楼和学校等风险高度集中的街
道或写字楼群， 聚焦互联网金融、消
费返利、虚拟货币、借贷中介、理财投

资中介、养老等案件高发领域，通过
微信公众号、电视广播、开办宣讲团、
政府网站、 报刊等多种宣传渠道，结
合上门走访、户外定点咨询、座谈会、
播放公益宣传视频等差异化宣传形
式，长沙市金融办联合公安、街道或
社区等部门共举办175场宣传教育活
动，发放宣传教育赠品1万余份。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
长沙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教活动

1月31日，长沙市望月公园，
市民在园内游玩。该园位于岳麓
区咸嘉湖路北侧，总面积约15.6
公顷，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经过1年多的建设，公园提质
改造工程目前已基本完成，建成
了入口景观区、汉文化核心景观
区、铜盆湖景观区、健身休闲区、
阳光草坪区5个核心景区， 市民
游客休闲游玩更加舒爽。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焕然一新
迎新春

1月31日上午， 衡阳市南岳区南岳衡山牌坊， 民间艺人在为市民剪窗
花。当天，该区举行送春联、送剪纸、猜灯谜等文化下基层活动，丰富广大群
众的节日文化生活，营造出欢乐喜庆、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 文兰 摄

湘潭：传承名门家风
《旷世清风———湘潭名人家风选》出版

送文化下乡

芙蓉区给80余名退役军人授光荣牌

永州打响2019扫黑除恶“第一枪”
抓获9名涉恶犯罪团伙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