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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茜

新学期开学前夕， 国家9部委联合发布号
称史上最严30条“减负”新规，再次引发大家对
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这个话题的关注。长沙市雨
花区教育局最近举行的“减负提质”专题座谈会
上， 局长张新卫介绍， 长郡雨花外国语学校自
2014年下学期开始，学生一直是“零”负担，学
生的学业成绩和学校的办学质量、社会声誉稳
步提升。3月上旬，记者对该校进行了采访。

学生不多上一节课， 不多买
一分钱教辅

“叮铃铃”，下午2时40分，是长郡雨外第5
节课下课时间， 也是小学部一二年级学生放
学时间。随着下课铃响起，二年级1班的明清
跑出教室，走向正在校门口等待的母亲。

“孩子学得很轻松。一二年级每天5节课，
早上8时30分上课，下午2时40分放学。”明清
母亲说，“孩子入学以来，每天都如此，没多上
一节课，也没买过一分钱教辅材料，基本上没
有书面家庭作业。”

“老师今天没布置家庭作业？”记者将信
将疑。

“今天的语文课，我们学习《找春天》，老
师要求我们回家， 和父母一起寻找春天的足
迹，一定会很好玩。”明清开心地回答。

记者随后又采访多位学生和家长。 回答
几乎一样，每天一至八年级学生在下午3时30
分之前、 九年级学生在下午4时30分左右，结
束一天的正课，留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时间，个
性化地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据介绍,无论平
时，还是周末、寒暑假，该校没补课的概念，低
年级学生没有书面家庭作业， 小学高年级和

初中部学生仅少量的书面家庭作业。

向课堂40分钟要效率， 拓展
课丰富多彩

三年级2班的数学课堂上，傅大荣老师正
讲授“0乘以任何数，都等于0”。这个概念，说
起来简单，但在小学生心里，并不好理解。傅
老师设计游戏： 零公子大战数字王国！ 游戏
里， 零公子威力无比， 每个数字都不是它对
手。大战结果，只剩下零公子。孩子们在快乐
的游戏中，轻松理解和掌握了这一概念。

傅老师深有感触地说，减负并不是目的，
目的是要让孩子们轻松学。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长郡雨外老师们的
共同心声， 就是向课堂40分钟要效率。“一节
课40分钟，学生们该掌握的知识，必须在课堂
掌握，要如此，唯一途径就是课堂高效。”

学校实行集体备课制， 每天安排有公开
课，推行推门听课制度，老师每一节课都不敢
马虎。改革课堂教学方法，严禁“满堂灌”，激
发每个孩子的活力和智慧。

上课时间减少，其他时间学生干什么？学
校自主开发69门拓展课供选修， 还有丰富多
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2018年，选修课吸引1873名学生参加，体
艺课程对865名学生进行特长培训。每年的读
书节、合唱节、体育节、科技节等，秉承“一个
都不能少”，学生参与度都非常高。校长张国
军说：“运动会全校学生都参赛， 小学生参加
跳短绳比赛的达98%。”

教学质量大提升， 减负成效
令人惊喜

地处雨花经济开发区内的长郡雨外，

2011年揭牌招生。 作为一所与长郡联合办学
的学校，拥有长郡的品牌和资源优势，但地理
位置比较偏远，生源质量不太好。

2014年，刘翔贵从稻田中学副校长，调任
长郡雨外校长。上任伊始，刘翔贵决心推行学
校一揽子改革，实现减负提质。

第一次校行政会上，刘翔贵的办学思路遭
到多数与会人员质疑。“不补课， 孩子学习成绩
下降怎么办？”“不买教辅资料，怎么教啊？”

很多家长也不认同：孩子放假，就算学校
不补课，也要找培训班补课。

面对各种担忧和质疑，刘翔贵一句“改革
就要破釜沉舟，出了问题我引咎辞职”,打动所
有教职工人员的心。

“给学生减负，就是给老师加压。”现任雨
花区教育局党委委员的刘翔贵说，“教学水平
不提高，课堂效率低，减负就是一句空话。”

学校举办“青年教师夜校”，每次座无虚
席。百余互助小组，以老带新。参加省市和全
国举办的各种教师培训班， 长郡雨外的老师
们争先恐后。“有一次， 学校一位老师参加区
里的比赛，主动报名听课的有近60名老师。”

学习，必要的教辅资料少不了。怎么办？
老师们自主研发，免费发给学生！

2018年，学校校长易人，张国军接任。初
到学校，张国军还将信将疑。如今，他也成为
学校减负提质的坚定践行者。

减负成效令人惊喜：2014年至2018年的
教学检测各项指标， 该校小学部从全区中下
游逐步提升至前列， 中学部中考一次性合格
率从94.63%跃升至98.91%，位居全区第一。学
校办学规模也逐年壮大，2018年，学校班级数
达85个，学生总人数4483人，成为雨花区区属
学校规模最大的学校。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肖彬华 李作武

行贿与受贿，是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毒
瓜”。反腐无死角，要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

近段时间，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
检监察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了7名犯罪嫌
疑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涉嫌行
贿犯罪。

这7人被严肃查处，是自治州纪委监委
贯彻落实“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始终保
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的坚实举措。

严惩不择手段的“害群之马”
2014年10月，永顺县溪洲新城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发布工程招标公告。
田某的公司不具备资格， 却惦记着这

单生意。为让自己中标，田某在永顺县溪洲
新城建设指挥部原常务副指挥长宋谋宁
（因受贿罪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的指
点下，让朋友在长沙找到3家具有资质的公
司， 并分别挂靠在这3家公司名下进行围
标。之后，又在宋谋宁的帮助下，顺利中标。

为感谢宋谋宁，田某先后7次送给宋谋
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9.38万元。

2015年上半年， 为获得工程补量，田
某又找到永顺县溪洲新城建设指挥部原总
工程师彭九州（已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
要求补量，并承诺按每方1元钱的标准给其
好处。后在彭九州的帮助下，田某一共获补
24万余方的工程量。为此，田某一次性送给
彭九州20万元。

2018年2月， 办案人员在查办宋谋宁
受贿案时， 顺藤摸瓜查处了田某涉嫌行贿
的犯罪事实。同时，还发现另一行贿人的线
索：王某为获得溪洲大道等工程，先后送给
宋谋宁40万元。2018年11月， 王某因涉嫌
行贿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

揪出“贪占行贿”集于一身者
2009年10月，时任永顺县政府办公室

副主任的彭健不满足现有生活， 与人合伙
开了一家建材公司。为确保资金运转，彭健
不惜铤而走险，开始将黑手伸向扶贫资金。

2015年4月，彭健以其亲属姚某、彭某
的名义申报危房改造资金， 并通过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了8万元危房改
造资金。2016年5月至11月，彭健在担任驻
永顺县芙蓉镇友和村第一支书期间， 利用
职务便利，采取虚报支出的方式，非法占有
扶贫资金14.65万元。同时，还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1万元。

2011年，彭健借助曾担任永顺县原县
领导郑某（另案处理）秘书的关系，通过向
郑某送礼4万元，顺利调入自治州城乡规划
管理处工作。2012年至2017年期间， 彭健
每年春节以送香烟、 土特产和礼金的方式
给郑某拜年。2014年， 彭健顺利调入州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并担任办公室主任。

2018年11月，自治州纪委监委发出通
报，彭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斩断非法利益输送链条
“太后悔了！”近日，因涉嫌行贿犯罪被

查的黄某泣不成声。
经查，2016年4月起， 犯罪嫌疑人黄某、

唐某、汤某、熊某4人入股，合伙运营凤凰县至
浙江宁波、 台州等地的客运班线。2017年4
月，4人又合伙成立了“阿拉唐苗子车队”。但4
人经营的车队及所运营的客运班线， 未取得
班线营运许可证，属于非法运营。

为逃避查处，几人约定由黄某、唐某联
系时任凤凰县运管所稽查股股长的麻文
（已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 请求他为非
法运营提供方便。在麻文的帮助下，黄某等
4人顺利非法从事客运班线运营，并从中获
利。为获得长期帮助，黄某等4人多次送给
麻文“好处费”共计17万元。

2018年10月，凤凰县监委给予麻文开
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同
时，黄某等4人因涉嫌行贿犯罪，一并被移
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 这条非法利益输送
链条终被斩断。

“‘围猎者必然付出代价’。坚持受贿
行贿一起查，就是要让行贿者、受贿者都
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推动形成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巩
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纪委书记、 州监委主任
邓为民说。

� � � � 湖南日报3月18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
员 周健 阳程杰）3月中旬,衡东县扫黑除恶万
人签名活动在县城文体广场举行， 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再擂战鼓。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 在衡东县委主要

负责人带领下， 来自该县部分县直机关党员
干部、志愿者、学生代表，在“衡东县扫黑除恶
我知晓我参与”签名墙上,庄严地写下自己的
名字。

据介绍，近年来，衡东县将“平安衡东”建

设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基本形成巡防一体化
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自去年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以来， 该县共破获各类涉恶刑事案
件27起，刑拘涉恶犯罪嫌疑人95人，审结涉恶
势力犯罪案3件15人，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和百姓安宁。衡东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说，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社会各方力量作出了重
大贡献，争做衡东的主人翁和守护者。

放学早 作业少 无补课
———长沙市长郡雨花外国语学校5年“减负提质”之路

� � � � 湖南日报3月1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申剑锋）3月15日， 涟源市公安局
有关负责人来到湖南警察学院， 请求多派
实习生前往该局实习。 湖南警察学院在人
才培养中贴近公安实战， 学生在毕业实习
阶段就备受青睐。 该院党委书记周学农介
绍，大三学生的毕业实习即将开始，已经有
不少基层公安机关瞄准机会， 希望学院多
派实习生前往实习。

近年来， 湖南警察学院深化警务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实现学院
与警营、课堂与战场的对接，学生的警务实
战能力、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该
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周表示，学院在培养
人才过程中， 重点培养学生的警情研判能
力、合成作战能力、科技运用能力和公安综
合能力， 学生在课堂上学的都是工作中要

用的，真正达到“零距离”培养警务人才的
目标。

在融入实战方面， 从2013年开始，学
院先后与省内19个市县公安机关签订了
院局合作协议，深度合作协同育人。与合作
单位建设了60余个校外实习基地，构建起
“教、学、练、战”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学院
与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 长沙县公安局
等基层公安机关合作启动了“假日实习”，
利用节假日安排学生到实战岗位实习，为
公安专业学生提供了实战练兵场地。

贴近实战，也服务实战。近3年来，该院
网络犯罪侦查、 计算机取证团队配合全省
各地公安机关侦办各类涉网违法犯罪案件
512起，协助追缴资金达35亿元；研发了11
款产品全部投入公安实战， 受到各级公安
机关好评。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行贿与受贿
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毒瓜”

———自治州7名行贿者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实现学院与警营、课堂与战场对接

湖南警察学院“零距离”培养警务人才

衡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再擂战鼓

� � � � 湖南日报3月18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毛超林）近日，邵阳市纪委监委接连
发出通报，隆回县3名党员干部因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被查。

这3名干部分别是：隆回县政协党组

书记、主席黄和健，隆回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刘科棉， 隆回县原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友学。目前，他们正
接受邵阳市纪委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

隆回两天3干部被查
政协主席、宣传部长、原住建局长相继落马

� � � � 3月18日23时10分，湖南省儿童医院血液内科移植病房，医生准备为小佳进行干细胞移植。这
是该医院进行的首例无关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姚家琦 摄影报道

� � � � 3月18日22时13分， 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 医务人员抱着刚送达的186ml外
周血造血干细胞赶赴湖南省儿童医院。
今年10岁的小佳来自新化县，被诊断为
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病情十分危
重。历经2个多月的寻找，在中华骨髓库
的250余万名志愿者中， 幸运找到造血
干细胞HLA配型能够与小佳完全匹配
的一名上海23岁的女大学生。该医院第
一时间派出医生飞往上海“取血”。

千里“血缘” 爱心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