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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黄东红

2017年底，资阳区、沅江市、安化县、桃江
县同时通过了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的评估认定， 益阳市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发展
基本均衡。近两年，益阳市不断夯实基本均衡
发展成果，打好综合施策“组合拳”，全面推进
“教育强市”建设。

益阳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
展，2017年至今全市共召开27次市委常委会
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教育工作，制定
了《关于推进教育强市建设的意见》，确立了
通过“推动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素质
教育、加强教师校长队伍建设、强化教育发展
保障”四大教育发展举措，确立了“到2020年，
全市基本形成相互衔接、 结构合理、 均衡协
调、机制灵活、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
比较完备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
系”的总体目标。

为保障教育优先发展，近两年全市共投入
20多亿元，新建高标准学校30所，改扩建学校近
150所，进一步提高了全市学校办学条件水平。
全市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工作进度居全省前
列，共消减大班额和超大班额2730个，实现了
全面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并将56人以上大
班额比例控制在10%以内。

全市按照“退一补一”教师补充机制，多
渠道充实教师队伍，2017年至2018年，全市共

引进新教师3795人。从2016年开始，我市与本
地高校签订市级农村教师定向委培协议，探
索市级农村教师定向委培模式， 目前已招收
1081名学生就读， 这将在接下来几年有效缓
解农村薄弱地区的师资问题。

我市将校长教师轮岗交流作为消除大班
额的一项重要举措， 明确每学年教师交流比
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15%，每
轮交流轮岗时间不少于3年，同时要求每所城
镇学校必须对口帮扶一所以上的农村学校。
经统计， 我市2017年至2018年共交流轮岗校
长366人、 教师2862人， 其中骨干教师占比
30.26%。同时，我市依法足额保障教师的各项
待遇，不断改善教师工作条件，健全完善市县
校三级培训网络， 不断增强广大教师职业获
得感。

全市广泛开展素质教育。“阳光体育”蓬勃
发展，羽毛球运动、定向越野、校园足球等体育
项目长久不衰，成为“湖南省首批青少年校园
足球试点城市”； 益阳市青少年养成教育实验
学校的经验、南县的“体验式”德育，赫山区、安
化县的家庭教育经验在全省、全国推广。

我市在90%的社区和80%的行政村设立
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点， 形成家庭
教育合力，从源头上预防、根本上治理、制度
上发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测评中， 益阳市位居全国十
三、全省第一。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通讯员 梁辉 陈
文玉 记者 李传新）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国
家卫健委下发的 《健康口腔行动计划
（2019-2025）》，提高口腔公共卫生项目实施
效率和质量，湖南省牙防联盟10月11日在长
沙成立， 湖南省人民医院当选为联盟主席单
位，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等15家医院当选
为联盟副主席单位， 省内共132家各级医院
加入联盟。

作为湖南省牙病防治指导组挂靠单位，
湖南省人民医院口腔科负责全省牙防网络的

技术指导及日常管理工作， 迄今为止共承担
了全国第三次、 第四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
查以及湖南省首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
全国口腔健康助成长、 全国儿童口腔疾病综
合干预项目等多项政府口腔公共卫生项目。

省牙防联盟负责人向华表示， 此次成立
省牙防联盟，各单位将加强合作，制定符合我
省实际情况的口腔疾病医疗技术标准和规
范，加强医务人员对口腔疾病相关前沿理念、
先进技术等方面的培训教育， 共同提高全省
口腔健康水平。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记者 陈薇)昨
天，第10届“中国·散文诗大奖”在宁夏石
嘴山市揭晓并颁奖，湖南作家叶梦获奖。

据了解，本届“中国·散文诗大奖”评奖
工作自今年8月份正式启动，评选由历届全
国散文诗笔会正式代表和散文诗杂志社编
辑每人提出2位初选名单，由散文诗杂志社
提供参评作品，交终评委员会终评。本届的

获奖者为湖南作家叶梦和四川作家亚男。
叶梦，湖南益阳人。中国作协会员，湖南

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
迄今已出版散文、随笔、长篇小说等文学专著
14部，主编出版《画家散文》《女画家散文》等
4部；出版散文《羞女山》《创造系列》《灵魂的
劫数》《紫色暖巢》《遍地巫风》等作品。

主办方颁奖词称， 叶梦是中国新时期有影

响的散文家，同时也是有成就的散文诗人。她的
散文诗打破惯常的女性思维，题材广阔，意象奇
崛，她对现实生活始终保持敏锐的触角，以一颗
谦卑之心来呈现，流露了诗人的气韵，浸透着人
性的芬芳，堪称当代散文诗苑一朵奇葩。

据悉，“中国·散文诗大奖”由《散文诗》自
2010年起设立，旨在奖励有创作成就的散文
诗人。

叶梦获第10届“中国·散文诗大奖”
全国共2人获奖，另一获奖者为四川作家亚男

夯实基本均衡发展成果
全面推进“教育强市”建设

湖南省牙防联盟成立

市州、县市区党政领导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湖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湘江防洪堤
成“十里画廊”

10月11日，长沙湘江风光带
杜甫江阁以北段， 市民在打太极
拳。从今年7月开始，长沙湘江东
岸防洪综合改造项目启动风光带
景观绿化修复工程， 分为南北两
段进行，施工主要包括堤顶铺装、
围栏改造、夜景亮化等。最近，北
段5.1公里长的风光带已完工并
对外开放，成为生态优美的沿江
“画廊”。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通讯员 夏喜
衡 记者 陈薇）日前，韩少功、赵本夫、肖克
凡、彭见明、田瑛、何立伟、陈世旭、海男、蔡
测海、储福金、薛涛、潘绍东12位文坛名家
相约来到湖南雪峰山， 参加由雪峰文化研
究会举办的“钟情雪峰，与树结缘”采风活
动。

采风期间， 采风团一行先后参观了屈

原行吟过的诗溪江大峡谷、 云端古村落雁鹅
界、 天空之城枫香瑶寨、 网红打卡点仙境瑶
池、穿岩山玻璃观景台、云端山背花瑶梯田和
虎形山崇木凼花瑶古寨、古树林，重走了红军
走过的茶马古道， 拜谒了舒新城故居及纪念
馆。 有几位作家还领略了旺溪瀑布群的雄伟
和壮美。 晚宿千里古寨、 星空云舍等环境宁
静、风光旖旎的高端民宿，与蓝天白云作伴，

和小鸟虫蛙对吟，数星星入眠。
在千里古寨复修的千年古塔福寿阁的品

茶厅和藏书楼，作家们围坐品茶，畅谈传统文
化与文旅融合兴村，他们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等方面，发表了很
多真知灼见。采风活动中，在穿岩山主峰的千
里古寨密林里，作家们各自认领了一棵常青之
松，将自己的美好留言挂在树枝上。

文坛名家采风湖南雪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