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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田才茂

4月12日， 来自长沙明德启南中学初一
年级的近千名师生研学旅行团，把洪江古商
城景区内各个景点衬托得热闹非凡，学生们
不亦乐乎。

从3月29日今年首批研学旅行团开学
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团到此研
学。“各研学机构预约行程已经排到了月
底。”景区负责人脸上笑开了花。

研学旅行市场潜力巨大， 是未来旅游业发
展的新风口。 教育部要求中小学校全面开展研
学教育。 怀化市教育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的实施意
见》。要求开发一批育人效果突出的研学旅行活
动课程， 建设一批具有良好示范带动作用的研
学旅行基地， 研学旅行已成为怀化中小学生的
“必修课”。

洪江古商城预事早， 从2015年开始就以
举办海峡两岸财商夏令营活动， 试水研学旅

行。经过几年探索，财商夏令营活动已成新的
品牌，国台办海峡两岸交流重点项目、湖南省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先后落户洪江古商城。更
为难得的是， 洪江古商城探索培训了一批专
业研学老师， 在国内率先开发设计了成套的
研学课程， 成为首批湖南省中小学生研学实
践教育基地。

洪江古商城立足商道文化特点， 将民间
艺术、中医文化传承、品牌设计、珠算文化、报
纸设计等内容，与学校课程有机结合，体现了
研学旅行教育性的核心， 让同学们考察了解
原真古建、商道文化，体验明清穿越的同时，
积极参加“草龙编制”“里仁为美”角色扮演、
“镖传四海”等手工活动，寓教于乐地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避免了“只旅不学”或“只学不
旅”的现象。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为了丰富学生们
的研学体验， 今年的研学课程增加了押镖、
射箭、飞镖、投壶、打弹珠等体验式游戏，让
走出课堂、走出校门的同学们，在游戏中主

动学习知识、获取知识，提高动手能力，既圆
了同学们心中的英雄梦，还给他们童年应有
的乐趣。

“洪江古商城设计的研学课程真的很
棒， 同学们在这里体验明清穿越的同时，还
学习到了商道文化、为人处世之道，真正做
到了研学课程与学校课程的有机结合，使同
学们真正感受到了校外学习的重要性。”带
队的李老师满脸笑容地说道。

洪江区不但有古商城的商道文化研学
体验，还有众多工业遗存适合CS真人秀，也
有星空小镇农业科技研学体验，是研学资源
十分密集的地方。已经先行一步的洪江研学
旅行，正在谋划更大的布局，抢抓研学重大
机遇，着力打造立足湖南面向全国的研学旅
行精品课程和精品路线。洪江区文旅广体局
局长明芙蓉介绍， 以洪江古商城创建5A级
景区为契机，做大做强研学旅行蛋糕，把洪
江古商城打造成全国知名的研学旅行示范
基地。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记者 王晗 ）今天
上午， 由长沙市司法局和湖南大学法学院联
合成立的长沙市公共法律服务研究中心，在
湖南大学法学院举行揭牌仪式。 这是我省首
家公共法律服务研究中心成立。

近年来，长沙市积极创建“全国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结合实际深入实践
探索，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目前
全市公共法律服务站点建设覆盖率100%，打
造了15分钟实体法律服务圈，市民在线上可

享“淘宝式”法律服务，广获群众点赞。
据介绍，长沙市公共法律服务研究中心以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为主要研究对象， 着力打造
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专业性智库平台。

长沙市司法局党委书记、 局长尹小英表
示， 将通过加强司法行政部门与高等院校的
战略合作， 充分发挥高等院校与司法行政机
关的资源优势， 不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能力
和水平，推动长沙法治社会建设再上新台阶，
为长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新力量。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王磊 彭萍）“老伴，今天终于能和你一
起拍婚纱照了！”4月16日， 在湖南省肿瘤医
院举行的第25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启动
仪式暨省肿医“梦想，我要赢”主题活动上，
80岁的万爷爷激动地拉着与自己走过56年
风雨的妻子，幸福地拍下合影。

万爷爷48岁的时候被查出罹患肺癌
早期，不幸的是，7年后，他的妻子朱奶奶
也被查出患上卵巢癌。 两人经过积极治
疗，病情稳定下来，共同加入抗癌协会，和

众多病友一起唱歌跳舞、外出游玩，共同
抗癌。 朱奶奶一直想带万爷爷拍婚纱照，
但万爷爷不肯， 她就自己拍了一套艺术
照；三八妇女节，万爷爷手持玫瑰，跪地求
婚，朱奶奶抿嘴轻笑。他们与癌魔斗争的
日子充满了阳光和温暖。2017年， 两人同
时当选全国抗癌明星，但是拍婚纱照的心
愿一直未实现。

4月15日-21日是第25届全国肿瘤防治
宣传周，主题为“科学抗癌，关爱生命”。湖南
省肿瘤医院携手湖南省抗癌协会推出“梦

想，我要赢”的圆梦计划，向社会征集心愿，
最终从征集的200多个心愿中筛选出5组，帮
助他们实现， 万爷爷和朱奶奶得以现场圆
梦。

“肿瘤患者往往经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
重痛苦，更需人文关怀。我们通过开设心理
门诊，为门诊病人减压；培训了30多名心理
咨询师，为住院病人和患者家属提供心理舒
缓服务；设立了宁养院，为贫困晚期癌症患
者提供镇痛治疗、心理辅导、生命伦理等方
面照护，将人文关怀作为肿瘤综合治疗的一
个重要部分， 帮助患者实现积极治疗和康
复。”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周晓介绍，癌症是
一种生活方式的疾病，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规范的防癌体检，以及早诊早治可以有
效预防癌症的发生。

我省首个公共法律服务研究中心
在长沙成立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王
晗 通讯员 刘彬）看似合法的贷款合同，其背
后却是GPS定位追踪、故意制造天价违约金、
暴力威胁还款、非法拘禁逼债……今天，长沙
市公安局推出反“套路贷” 微电影《一念之
差》，揭秘“套路贷”犯罪作案手法，给群众以
警示。

这部微电影， 以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
2018年成功侦破的一起真实案件为原型创
作。由于女友学习深造急需用钱，他被一张“车
贷快速放款”的小广告吸引，向“贷款公司”借
款5万元。还贷时，“贷款公司”恶意制造违约事
项垒高债务，并将他非法拘禁逼迫还款。所幸
警方接到女友报警后，将他成功解救。目前，
这部微电影已在各大视频网站上线。

“‘套路贷’具有很强的欺骗性，一般以民
间借贷为幌子， 通过骗取受害人签订虚假合
同虚增债务， 恶意制造违约迫使受害人继续
借贷平账， 不断垒高债务， 最后通过滋扰、纠
缠、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暴力或‘软暴力’手
段催讨债务， 达到非法侵占受害人财物的目
的。”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类新型
黑恶犯罪不仅严重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也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据了解，去年以来，长沙公安机关紧盯群
众反映最强烈的“套路贷”新型黑恶犯罪，保
持严打高压态势，并部署开展打击“套路贷”
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截至4月上旬，长沙公安
机关共打掉16个套路贷黑恶犯罪团伙， 共刑
事拘留214人。

长沙公安推出反“套路贷”微电影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
讯员 邓胜文） 今天，“法治教育进校园 学法
守法好少年” 图书捐赠仪式在长沙望城区向
阳中学举行。 爱心单位湖南博爱慈善事业发
展中心向学校捐赠《湖南省青少年法治警示
教育读本》图书2000册。

这次图书捐赠活动由省司法厅、 省红十
字会主办，湖南博爱慈善事业发展中心、湖南

人民出版社协办。《湖南省青少年法治警示教
育读本》一书由省司法厅组织编写、湖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近年来发生的青少年违
法犯罪真实案件为素材，采取以案释法、现身
说法的方式， 对未成年犯罪行为作出法律分
析，阐明严重后果，教育警示广大青少年吸取
血的教训，并引以为戒，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的好少年。

“法治教育进校园 学法守法好少年”
望城向阳中学获赠2000册法治教育读本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谢丽琴）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2018年度
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活动优秀区域和优秀
学校名单，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以网络材
料评审第一的成绩参加答辩并成功获评网络
学习空间应用普及活动优秀学校。

此次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活动共遴选
40个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区域和200所优秀
学校，学校范围覆盖全国中小学及职业院校，旨
在示范推广网络学习空间的建设与应用， 推动

从“三个率先”向全面普及发展，实现“一人一空
间”，全国共18所高职院校入选。

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是以教育信息化带动
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长沙民政职
院按照“实名制、人人建、个个用”的原则共建
设实名制网络学习空间37920个， 构建了以
“智慧职教”为主平台，“世界大学城”“微知库”
和“中国大学mooc”为辅助平台的网络学习空
间应用体系，推进网络学习空间在教育、教学
和管理中的深度应用，已经进入完善成熟期。

推进网络学习空间应用

长沙民政职院获评全国优秀学校

抗癌伉俪现场圆梦
肿瘤患者更需人文关怀

� � � � � � � � � � � �学生笑了，老师笑了，古商城景区负责人笑了———

洪江古商城研学旅行火了
科教前沿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张璟茗）4月12日至14日，“第四届中国慢
病健康管理与大健康产业峰会暨第四届中
国·湘雅心血管健康管理论坛”在长沙举行。

大会以“聚焦慢病健康管理，引领健
康产业发展”为主题，中国科学院顾东风
院士等20多位权威专家及业内人士，围绕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中国防治
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实施

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主题报告和
交流分享。

大会发布了《中国健康管理与健康产业
发展报告（2019）-健康管理蓝皮书》。我国体
检人群主要慢性病的流行情况结果显示，主
要慢性病为： 高血压病（94.24‰）、 脂肪肝
（62.78‰）、 血脂异常（38.64‰）、 糖尿病
（34.02‰）以及慢性胃炎或胃溃疡（29.27‰），
男性慢性病患病率显著高于女性。

大会发布了我国首个在健康管理层面
上的《慢病健康管理中国专家共识》。《共识》
提出，对慢性病实施“四级预防策略”，即针
对慢病危险因素出现前的全人群、慢病高风
险人群、 慢病早期人群和慢病中晚期人群，
分别采取差异化预防干预策略。

湘雅三医院健康管理科主任王建刚介
绍，《共识》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慢病防控正形
成以健康管理和慢病健康管理理念为核心，
联合多学科、跨行业、多部门协同的健康管
理模式，将结束健康管理“只检不管”的单一
服务状态和“重治轻防”“以疾病为中心”的
传统医疗服务方式，推动我国慢性病防控工
作“预防前移，重心下移”。

男性慢性病患病率显著高于女性

健康管理将告别“只检不管”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向
民贵 谭晓）“小瓢虫飞到头上，叮咚！叮咚……”4
月12日，泸溪县洗溪镇中心幼儿园小一班教室
里传出阵阵愉悦的歌声， 渲染了整个校园。
原来是洗溪中心幼儿园小一班教室里迎来
了一位县城民族幼儿园的“新老师”，正在给
学生们上音乐韵律课。这是该县开展城乡学

校结对帮扶活动的一个缩影。
自该县建立城乡学校结对帮扶机制以

来，县民族幼儿园就与洗溪中心幼儿园建立
了结对帮扶关系，两所学校定期互派教研团
队和骨干教师开展教学研讨、 课程比武、经
验交流等活动，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优质发
展。“通过面对面交流，我们幼儿园的老师教

学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洗溪镇中心幼儿
园园长邓付莲说。

按照帮扶机制，泸溪城镇优质学校每年
对口支援1-2所农村薄弱学校，派出5-10名
优秀教师帮扶。截至目前，该县城乡学校、中
心学校与村片小共结成125个帮扶对子，共
派出182名教师和管理人员对口支援农村薄
弱学校和村片小，开展“送教、送研、送培”下
乡362人次， 有效促进了城乡教育一体均衡
发展。

泸溪“结对帮扶”支援农村学校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龚娟 田迎春

“感谢你们帮我找回孩子！”4月16日上
午， 余女士带着孩子来到保靖县公安局，将
一面写着“情系百姓，尽心尽责；大山搜救，
找回爱女”的锦旗送到了民警手中，对该局
40余位民警不眠不休，冒雨搜寻，最终找回
走失孩子表示由衷的感谢。

4月14日下午3时多，保靖县公安局普戎
派出所接到余女士的报警称：其17岁的女儿
乐乐失踪了。接警后，民警安慰孩子的家长，

了解孩子的体貌特征， 随后将情况上报，迅
速发布走失协查通报至周边派出所，发动各
所村警共同寻找走失女孩。

当晚9时许，天空下起了大雨。考虑到乐
乐虽已17岁，但智力只有5岁左右，且身患癫
痫症，病症随时可能发作。普戎派出所全所
民警、驻村辅警，围绕孩子失踪地点糯梯村，
展开地毯式搜索，一路沿村寻找至迁陵镇的
龙溪坪村。

15日零时许，有群众提供线索，称发现
有疑似走失女孩在保靖县长潭河镇水银村
出现。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民警连夜赶往

水银村。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却并没有
找到乐乐。顾不得休息，大家又马不停蹄地
折回糯梯村继续搜寻孩子。凌晨2时左右，雨
越下越大，队员们全部衣衫湿透，这才回到
所里稍作休息。

早上6时，天空仍然下着雨。等不及天亮
的民警和辅警，再次沿着女孩可能出现的路
线进行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4月15日13时许，大家
在糯梯村村道边找到已被雨水淋得浑身湿
透、冻得直打哆嗦的乐乐，此时距离她走失
已经近22个小时。见到乐乐安然无恙，民警
立即送孩子回家。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没日
没夜地冒雨帮忙寻找，还不知道会出什么意
外。”余女士看着浑身被雨淋湿的民警，感动
不已，连声道谢。

40余位民警冒雨搜寻———

只为找到走失的孩子

4月15日，湖南外贸职业学院单独招生面试现场，报考空乘专业的考生在展示特长。
该校采取专家封闭命题、随机确定评委、面试录制视频、结果网上公示、纪检全程监督等
措施，确保“阳光”单招。今年，全国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我省高职院校“单招”计划从
去年的6.9万人增至10.3万人，报考人数超过12万。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郑翔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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