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读

8版

湖南日报评论员

一个人的成长，影响最大的是谁？一曰父
母， 二曰老师。 在世人的印象中， 老师品行
好、有学问，是仁心大爱之人；“天地国亲师”，
老师与前四者角色一样， 享受着世间同样的
尊崇。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立德树人”，对老师寄予殷切期望。
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好老师应该懂得，选择当老师就
选择了责任，就要尽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
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体现到平凡、普通、细微
的教学管理之中；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教
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
怀的人。

“立德树人”，意味着立德才能树人。这就
要求老师“做好人的学问，做有学问的人”。树

人先树己，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 ”。有什
么样的老师，才能教育出什么样的学生。

做品德高尚的人，做以身作则的人。老师
学识丰富、教学得法，有道德涵养、有人格魅
力，教书育人就游刃有余。自古以来 ，孔子被
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 ”，是中国第一
个博学多才的教育家。 孔子教育的核心理念
就是“礼”和“仁”。有了“礼”和“仁”，也就 “有
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可以说 ，孔子是 “立
德树人”的万世师表。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教育事业需要包
括老师在内的所有教育工作者致力于仁道 ，
回归精神活动的本质， 把理想信仰、 价值体
系、情感世界、伦理精神的构建等作为教育最
重要的事情来做。如此，学生才能远离邪恶 ，
一身正气，一身才气。

中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 有垂范千
秋的教育大家。湖南是教育大省，自古以来崇
智尚学，私塾公学并举，香火延绵。“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众多书院，名

扬四海。去年底召开的全省教育大会，吹响“建
设科教强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新号角，
对教师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育强则国强 ，教师强则教育强 。目前 ，
湖南教师队伍达70余万人，长期以来，他们为
了三湘儿女成长成才披肝沥胆， 如蜡烛般燃
烧自己、照亮他人，是拱卫湖南作为教育大省
的基石。置身百年梦想照耀下的新时代，湖南
要实现从教育大省向科教强省的转变， 需要
更多笃定“立德树人”理念，有品德、有信仰 、
有学问的老师。

立德树人，典型示范。针对当前教育存在
的功利化倾向、教育指挥棒出现偏差等问题，
我们推出《师耀湖湘》系列报道，就是要进一
步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倡导
良好的师德师风，进一步确立“立德树人 ”理
念，引领教育改革创新方向，办人民满意的教
育， 做人民满意的老师。 在良师益友的教育
下，让更多有用、有为的学生脱颖而出，造福
国家，造福人民。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做人民满意的老师

� � � �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陈勇 通讯
员 何波）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截至今天
17时，我省清明假期23个国家、省群众祭
扫观察点共接待祭扫群众1086589人次、
疏导车辆18.66万台次，参加服务保障的工
作人员6399人。各地清明节祭扫安全保障
到位，宣传引导措施有力，未发生重特大安
全责任事故。

我省提前做好清明节假群众祭扫安

排， 召开了专门视频工作会， 下发工作细
则，明确工作责任。节假开始以后，各地民
政、公安、交通、工商、城市管理等部门密切
配合，应急准备充分，服务保障到位。常德
市殡葬服务中心成立了7个服务小组，为市
民提供包括鲜花、茶水、医疗急救、交通指
挥等在内的服务，公交公司增加了13路公
交车班次和运力，延长运行时间，方便群众
祭扫出行。 荩荩（下转4版②）

清明节假祭扫活动安全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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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7日讯 （见习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吕小宝 郭华） 常宁市招商小分队近
日赴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开展湘南纺织产业
基地招商活动，当场签约13家企业，合同引资
18.8亿元，为常宁打造世界级纺织产业基地再
注新活力。

今年来， 常宁市按照“让常宁成为外商
‘乐园’”的思路，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在全面
深化“放管服”和“最多跑一次”改革等基础
上，着重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环境。针对入园
企业， 该市明确一名市级领导做好全程跟踪
服务，安排园区管委会全程代办相关手续。对
代办服务单位提出的申请， 压着不办或拖延
办理的，交由市纪委和优化办核查追责。该市
还建立项目发展“问题清单”，对摸排出来的
征地拆迁、厂房建设等8类问题，要求有关部
门认领任务，倒排工期，逐一解决，为入驻企
业“保驾护航”。同时,推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测评制度，将招商引资企业测评结果，作为干
部调整使用的重要依据，形成企业有利、群众
受益、市场有效的良好局面。

随着营商环境优化升级， 常宁市实施
“互联网+”行动，加快信息通、市场通、人才
通、技术通等智慧智能园区建设，全市所有
涉企行政审批及服务事项办理时限，缩短至
法定时效三分之二以内， 前置审批项目从
165项精简到36项，工商注册登记压缩至2个
工作日内。

为扩大招商， 常宁市着力加强招商工作
调度，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带队赴北京、上
海、广州等地蹲点招商，洽谈项目尽快入驻。
目前， 中国五矿集团在国内投资最大的水口
山铜铅锌产业基地项目完成投资50亿元，其
下游配套泛亚绿洲、大唐华银、谷道新材料等
18家企业相继入园。

去年，常宁市引进世界500强企业4个,实
施重点项目73个；完成投资168.25亿元，同比
增长18%， 获评全省发展开放型经济优秀县
(市)。今年1至2月，该市合同引资35亿元，同比
增长20%。

� � � �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记者 周俊 见习记
者 马翔 通讯员 王玖华） 结构紧凑占地小、
存储烘干功能多、 绿色环保效率高……3月
底， 在湖南省农友机械集团举行的春季订货
会上， 三款最新研发的家用型移动式多功能
烘干机备受青睐，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当场
与农友集团签下亿元订单。

双峰是我省重要的农机生产基地， 拥有
农机产品终端生产企业62家、配套企业48家，
被誉为“全国碾米机之乡”“中国农业机械之
乡”。近年来，双峰把农机产业提档升级作为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引导农
机产业再造生产流程、提升生产工艺，推动企
业加大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将传统的机械组
装和同质化竞争，转向自动化、数控化生产和特
色灵巧型多功能产品的自主研发。成功打造出
以“轻便、适用、实惠”和“小、精、实”为特色的碾
米机、耕整机、旋耕机、玉米脱粒机等60余个品
种。去年，双峰农机产业实现产值160多亿元，
占湖南省农机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

双峰县着力建设农机产业园， 通过企业
组团效应和优势互补， 形成了从原材料供应
到集产品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完
整产业链，产品涵盖田间作业耕种收烘、畜牧
水产、 农用运输机械制造， 已成长为规模较
大、竞争力较强的产业集群。该县加大智慧农
机的研发投入，设立农机创新投资基金，投入
4500万元支持企业科技创新， 并撬动社会资
本助推产业升级，促进产品更新换代。同时，
与科研院所组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该县已
拥有8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家省级研发
中心、8个省级产学研基地， 部分企业成为多
种农机装备的国家、行业标准起草单位。

通过产业的提档升级， 农友股份成功实
现在新三板上市， 农友机械集团被工信部授
予“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劲松机械被工
信部列为“两化融合试点企业”；湖南巽地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速有序抛秧
机，获6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实现“水稻移栽
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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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月4日，桂东县境内的齐云峰，云蒸霞蔚，美轮美奂。湘赣交界的湖南齐云峰国家森林公园保存了较为完好的
自然生态系统，孕育了独特的生物群落。公园现有国家Ⅰ级保护植物3种、国家Ⅱ级保护植物13种；国家Ⅰ级保护
动物2种、国家Ⅱ级保护动物24种。公园处在我国候鸟迁徙的第二大通道，冬候鸟种类达61种。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郭兰胜 摄影报道

壮美
齐云峰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湖南因湖而得名，水情就是最大的省
情。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坚持保护优先、
绿色发展，全省上下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
法》和《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湖南
省湘江保护条例》，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水环境质量逐年改善。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我省地表水
345个监测评价断面中， Ⅰ～Ⅲ类的达标
水质比例96.5%，同比增加5.2个百分点；洞
庭湖水质稳步向好， 湖区总磷平均浓度由
去年同期的0.069毫克/升下降为0.052毫
克/升。

4月初，记者跟随省生态环境厅走访岳
阳、长沙等地，看各地如何在饮用水水源保
护、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持续发力，让百姓喝
好水、享好生态。

源头护水，保护百姓“大水缸”
沿长沙潇湘大道南行，至猴子石大桥

西南， 靳江河与湘江交汇处的一块梭子
形沙洲，就是柏家洲，洲岛总面积231亩

左右。
“现在基本达到了生态环境保护及一

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要求。”站在土地平
整、春草渐绿的柏家洲上，长沙市生态环境
局副局长、总工程师邓民生欣慰地说。就在
半年多前， 柏家洲上还有121处房屋、400
多口人。“洲上有农家乐、养马场，不少市民
上洲游玩、野炊，垃圾、污水基本都是无处
理直排湘江。”岳麓区洋湖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陶华山说。 这显然达不到饮用水水源一
级保护区的要求。

2016年底，柏家洲整个洲岛被纳入长
沙市湘江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根据《水
污染防治法》要求，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
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不准进行可能污
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从去年7月开始，仅用3个月，柏家洲上
所有房屋拆除倒地，成为岳麓区首个环境
整治搬迁项目。目前，柏家洲正在进行生
态复绿、岸线美化，未来将蜕变为生态保
育岛。

保护百姓“大水缸”安全，是头等大事。
荩荩（下转4版①）

共护水环境 共享好生态

� � � �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何淼玲）今
天，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分赴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郴州市、株洲市、湘潭市、
常德市、永州市、娄底市等7市州开展第一
轮下沉督导。

各下沉督导小组抵达目的地后， 迅速
开展相关工作。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汇报会上， 中央扫
黑除恶第16督导组组长吴玉良指出，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湘西州要
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准确把握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
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坚决落
实好专项斗争的各项要求， 以实际成效回
应人民群众期待。

吴玉良强调， 要继续把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脱贫攻坚、基层
综合治理结合起来， 聚焦发生在老百姓身
边的问题，加大对案件线索查处力度，着力
摧“网”毁“伞”。要认清黑恶势力的复杂多
变性和“隐性”面目，推动打击传统“显性”
黑恶势力向深挖彻查网络诈骗、 套路贷等
高科技隐秘性的涉黑涉恶犯罪行为延伸。

公安机关要自觉扛起扫黑除恶的政治责
任，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保持强大攻势，形
成有力震慑。要健全联动工作机制，实现公
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纪检监察机关之间
的协调衔接，提高扫黑除恶质量和效率。要
认真抓好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交办督办案
件和线索的核查、办理、回复工作，压紧压
实责任，推动专项斗争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要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契机， 进一
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基层反腐力度，
净化基层政治生态，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郴州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汇报
会上，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副组长马
瑞民指出， 中央督导组此次下沉督导将采
取听取汇报、个别谈话、调阅资料和深入基
层一线明察暗访等多种方式开展督导。要
以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为检验工作的唯一标
尺，切实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基层。
要力求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
位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群众不满意
不放过”， 以整改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依
法从严惩处黑恶势力犯罪， 推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 � �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孟姣燕）人
间四月，正是踏春好时节。记者今天从省文
化和旅游厅获悉，清明小长假期间，湖南文
化旅游市场安全繁荣， 游客接待数量持续
增加，文化旅游服务质量显著提高。全省共
接待旅游者1368.4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
入 97.8亿元 ， 同比分别 增 长 17.55% 、
28.36%。 全省纳入监测的129家旅游景区
共接待游客485.06万人次， 实现营业收入
3.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2%、31.19%。

眼下草长莺飞，春花竞发，踏青赏花游
成为人们享受春日的首选。 永顺县在老司
城景区推出“土司遗风·梦回桃林”实景演
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花垣县神笔
微苗寨举办首届桃花帐篷音乐节， 丰富的
民族民间文化表演和民族风情展示、 春意
盎然的田园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 在常德

桃花源，赏桃花、游古镇、花岩溪品擂茶等
旅游产品深受游客喜爱。 宁乡沩山首届茶
旅文化节以春为约、以茶为媒，游客们采制
春茶、找寻春芳、欣赏采茶秀、购置春鲜，玩
得不亦乐乎。

红色文化旅游持续升温。 红色旅游景
区成为人们重温历史， 传承英雄精神的教
育基地和红色课堂， 众多游客借清明节假
日瞻仰烈士陵园，缅怀先烈。前往长沙、湘
潭、衡山等烈士陵园、纪念馆、先烈故居敬
献花圈花篮的游客较往年均大幅增多，游
客多以家庭为主。在株洲烈士纪念园、左权
广场，群众积极响应“文明祭祀”，用鲜花祭
奠的人群达90%以上。

截至4月7日14时30分，我省文化和旅
游市场运行平稳， 无重特大文化旅游安全
事件发生。

清明小长假

全省文化旅游市场安全繁荣
实现旅游总收入97.8亿元，同比增长28.36%

以实际成效回应人民群众期待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
对我省7市州开展第一轮下沉督导

中办 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袁隆平：
当老师，就是为学生指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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