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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李东亚 文梦笔

“自信心对孩子的成长尤为重要。”5
月27日，长沙市砂子塘小学校长祝健群在
电话中再三叮嘱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二完
全小学校长宋禹抒，要丰富老师的教学方
法，提高孩子们的自信心。

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我省发动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动员省内15个经济发
展较好的市、县（市区）与15个贫困县（市
区）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长沙市一批
师资力量雄厚的学校纷纷与贫困县（市
区）薄弱学校开展“手牵手”活动。2016年，
砂子塘小学与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二完全
小学“牵手”结对。

砂子塘小学是国家教育部首批现代
教育技术实验学校、湖南省课程改革样板
学校。“小白鸽”是该校的吉祥信物，寓意
自信、阳光、向上，常用来奖励表现优异的
学生。

“孩子们求知欲很强，但自信心普遍
不足。” 孙瑛是砂子塘小学第一批派往通
道侗族自治县第二完全小学牵手帮扶的

骨干老师，一周时间的牵手帮扶，她感触
颇深。

第一批帮扶老师回来后，砂子塘小学
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会诊”， 开出“处
方”。

“要让更多的‘小白鸽’飞进侗族人
家。”祝健群介绍，从丰富老师的授课方法
入手， 让老师在课堂上充满信心和活力，
从而提高孩子们的自信心。根据实际情况，
砂子塘小学制定帮扶计划，分阶段、分层次
实施精准帮扶。 每学期砂子塘小学开展一
次送教下乡活动， 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二完
全小学选派一批骨干教师来砂子塘小学跟
班学习。目前，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二完全小
学已有60名老师前来砂子塘小学跟班学
习，占该校老师总数的一半以上。

“老师是学生的榜样，课堂上要自信
大方。”前不久，前来跟班学习的王婷老师
为砂子塘小学的孩子们上公开课，听完课
后，祝健群马上拉住王婷老师，像闺蜜一
样，说起了悄悄话。

丰富的校园文化也是提高孩子们自
信心的重要渠道。“以前，基本没有校园活
动。” 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二完全小学校长

宋禹抒说， 学校借鉴砂子塘小学的做法，
开展评选“进步之星”“完小少年”等一系
列校园文化活动，孩子们脸上的笑容越来
越多，自信心越来越强。

改变，在悄然发生。
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二完全小学向文

静老师原本有点“羞涩”，通过跟班学习，
她借鉴砂子塘小学学科文化大讲堂模式，
牵头在学校开发了独具侗乡特色的校内
课程，深受学生喜欢。今年上学期，通道侗
族自治县举行教学比武，第二完全小学的
老师们以精彩的教学赢得满堂喝彩。

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二完全小学四年
级学生纯纯（化名）是一位留守儿童，曾经
因缺乏自信， 上课从不举手回答问题。但
纯纯是一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在参加校园
活动时，他获得的“小白鸽”越来越多，自
信心也越来越强，前不久，在参加班级“进
步之星”评选活动时，纯纯全票当选。

“发展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不光
要改善硬件设施，还要在教学方法和提高
孩子们的自信心上下功夫。” 宋禹抒说，
自牵手结对以来， 已有无数个代表自信、
阳光、向上的“小白鸽”飞进了侗族人家。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黄红焰

“刘同学，谢谢你啦！现在家里的牛都
好得很！”近日，醴陵市南桥镇养牛大户甘
志明打电话给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
院2017级畜牧兽医专业学生刘祖球“报
喜”，感谢他帮牛驱虫。

养牛，是醴陵市南桥镇众多村民的谋
生手段。但由于牛饲料、牧草经常接触地
面，牛体内易感染各种线虫，体外易感染
各种寄生虫，导致牛胴体质量和增重效果
下降，影响养殖经济效益。

“村民们一般是将阿苯达唑混在饲料
里让牛食用，这种驱虫方法针对牛体内的
寄生虫效果比较明显，但驱除牛体外寄生
虫的效果不理想。” 刘祖球是南桥镇土生
土长的孩子，从小就对牲畜养殖有浓厚兴

趣，如今就读畜牧兽医专业。
今年寒假， 刘祖球一回老家就往周

边养牛大户家的牛栏里“钻”。在弄清问
题症结后， 刘祖球立刻回家翻阅专业书
籍，并致电请教学校老师，终于找到了解
决方法， 即为养牛户推荐使用伊维菌素
注射驱虫。

据了解， 伊维菌素是一种新型广谱、
高效、低毒抗生素类抗寄生虫药，对牛体
内外寄生虫有良好驱杀作用， 且半衰期
长、药效持久。伊维菌素采用是皮下注射，
养殖户以前不选择伊维菌素，是因为牛体
格大、注射困难，而且不知道皮下注射方
式和注射位置。

刘祖球走进牛栏， 逐一给养牛户演
示在学校里学到的皮下注射驱虫法。只
见他一手牵住牛鼻子与肩胛骨， 另一手

提起牛肩胛骨上的皮就注射。 经过现场
示范， 养牛户们很快就学会了伊维菌素
注射驱虫法。

事后，刘祖球又频频回访养牛户查看
驱虫效果， 并给他们传授一些养牛防病
“秘诀”， 譬如牛的饮食要注意酸碱平衡、
喂食豆渣酒糟需加小苏打等。

“没有‘架子’，牛棚里臭烘烘的，他上
手就示范给我们看，一下就学会了，很实
用。”甘志明提起刘祖球就忍不住夸赞。

“乡村养殖普遍缺乏科学方法，他们
并不需要太多的高新技术，实用易操作就
行。” 刘祖球表示， 作为畜牧兽医专业学
生，毕业后准备回到家乡自主创业，为养
殖户提供技术服务和专业培训，同时也要
推广绿色环保生态养殖理念，为家乡生态
养殖业发展作贡献。

“小白鸽”飞进侗族人家
———长沙市砂子塘小学牵手帮扶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二完全小学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见习记者 张咪 通讯
员 张伟）“博采众长，创新引领。”5月24日，全国首
届管理创新与企业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工
业大学开幕，近2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围
绕“管理创新与企业实践”的主题展开研讨，研究
总结我国经济管理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 为我国
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选择。

这次研讨会为期两天， 由中国企业管理研
究会与湖南工业大学联合主办，主要有“智能时
代中国管理创新的挑战与机遇”“未来组织的进

化路径”等8项议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海舰
等专家学者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提
出了企业在“机器干、网在看、云在算”时代的创
新发展模式等。湖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谭
益民表示，将以这次研讨会为契机，广聚学术资
源，共同为“管理创新与企业实践”贡献智慧，以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湖南工业大学近年来积极践行“钻
进企业办大学” 的育人理念， 不断推进产教融
合，取得了成效。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
员 王坚 王娟娟） 在政府大力纾解民营企业融
资难的背景下， 相应的融资产品和业务创新已
先行先试。记者26日从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获
悉，“19步步高CP001”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已于
近日成功发行，这是央行自2018年底创设民营
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来，全省首单“落地”
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 即由某一个机构
主动创设的标准化的可交易产品， 核心功
能在于缓释信用风险。简单来说，就是标准
化的保险产品，投资人支付保险费用，创设
机构承担保险责任， 但是只能针对单一债
项；若债项支付违约或者主体破产，则创设
机构向投保人赔偿。

据了解，本单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是中
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银行
承销的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亿

元短期融资券而创设， 由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
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配售金额1亿元。

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全省融资担保行业龙头和唯一的省级再担保
机构，该集团下一步将不断创新融资担保产品，
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引导更多“金融活水”
为实体经济提供源源动力。

牛栏里来了位大学生 促进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全省首单信用风险缓释凭证“落地”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
员 曹雅琴 李果）“保险的深度参与和新科技的
应用， 解决了我们处理病死畜禽的难题。”23日，
湘阴县石塘乡宋甲村养殖户余炳泉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中华财险湖南分公司日前在湘首推的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与保险联动监管服务平
台”（简称“保处联动”），创新农业保险产品服务，
为养殖场(户)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提供保障。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是养殖场(户)获得
保险理赔的前提。以病死猪收集处理为例，养殖
场（户）报案后，无害化处理厂工作人员只要登
录“保处联动”手机APP，便可自动识别养殖场
户、地理位置、病死猪数量等基本信息，随后安

排专人上门收集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保险公司
最快48小时内自动赔偿到投保人账户，避免了
环境污染和畜禽疫情扩散。

据了解，病死畜禽的保险、出险报案、收集、
调运、无害化处理等情况，通过“保处联动”平台
可自动生成统计报表， 病死畜禽情况趋势图和
分布图可以追溯到具体车次、具体镇街、具体养
殖场户，能够实现对无害化处理的高效监管。

“‘保处联动’是个大数据平台，实现多方共
享，最终惠及餐桌安全。”中华财险湖南分公司
总经理李友意介绍， 该公司是我省经营农险的
主要机构之一， 致力于推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维护我省养殖业生产安全。

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撑起“保险伞”
中华财险创新农业保险，在湘首推“保处联动”农险服务

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
全国首届管理创新与企业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工大举行

精准扶贫在三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