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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代代传少年成才正当时
——记湖南省宁乡市第五高级中学的红色教育之路

“由原省工委书记周政组织
领导”，“宁乡第一所设有党组织
的红色学校”，“先后有周太暄、
王野渔、何大群等地下党员来该
校任教”，这是刻写在宁乡五中
发展征程上的红色基因。

新时代，如何将红色基因
转化为成就师生的鞭策力，成
为宁乡五中人长期思考的问
题。

“学校紧紧抓住校史文化
的闪光点，创新党课、研发党建
校本教材，激励师生牢记历
史。”校长姜义军表示，宁乡五
中通过传播“有温度”的红色文
化，润物于无声。

一块晒谷坪，20来把木椅，
师生们围坐于82岁的姜端桃身
边，听这位有着近60年党龄的
老奶奶讲述 1961 年刘少奇回
湖南宁乡考察、并走访她家的
故事。阳光下的党课，让正值
青春期的学生备感亲切生动。

走在宁乡五中校园，“领导
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
产党”“学校要成为坚持党的领
导的坚强阵地、教师要成为坚
持党的领导的忠诚卫士、学生
要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可靠传
人”等红色标语随处可见；后花
园里辟出“红心园”，校史、党
史、优秀党员事迹介绍让学生
课余休闲时便可接受优秀革命
传统教育；依托时政、党建活动
开发的校本课程，如《小贴士》、

《学党史、听党话、跟党走》、《红
色故事》等成为学生最爱的课
后书籍。

近年来，宁乡五中“学党
史、听党话、跟党走”主题教育
声名远播，引发《人民日报》、

《中国教育报》等媒体高度关
注。宁乡市委书记周辉前来学
校调研时表示，宁乡五中解决
了“为谁培养”和“培养什么样
的人”这两个问题。

传承“有温度”的红色文化

年级主任刘兴华，2018年不幸肝
上长囊肿，高烧不退，但依旧坚守岗
位，白天输液，晚上值班，最终带领高
二年级组取得学考农村七校排名第
一的佳绩；班主任曹龙，尽管家里有

个不到半岁的女儿，但他几乎把所有
的时间精力都给了学生，被师生称为

“班级管理好能手”；高三班主任黄
丹，常常晚上十一点还在教室陪伴学
生“挑灯夜读”，她以校为家，全身心
扑在学生身上……

在宁乡五中，这样的老师不是
“个例”而是“常态”，姜义军校长将学
校教师师德师风的提升归于红色文
化的浸润，归于教师的“情怀”。

“情怀”不能空喊口号，首先要提
高学校的知名度，提升教师获得感。
在过去两年里，宁乡五中先后成功创

建为“长沙市两型创建示范校”、“长
沙市家长学校”、“长沙市语言文字示
范校”、“长沙市安全文明校园”，仅去
年，荣膺市级以上荣誉近十项。

教师的获得感还在于自我提
升。学校不仅在校内评优奖优，还积
极向外推优：曹龙老师的先进经验借
助媒体在全市推介，刘兴华老师获评

“湖南省优秀乡村教师”，黄丹、严凤
娇等多名老师获市级荣誉。

“向优秀看齐，比扎实、比认真、
比效率、比奉献，校内形成了争先创
优的氛围。”校长姜义军如是评价。

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有机结合”，培养报效祖国、服务社
会、奉献家乡的有用之才，宁乡五中
不断拓宽成长路径，构建人才培养的
立交桥。

——立孝顺之德。学校不断加
强家校联系，举行学校开放周活动，
让家长到学校参与管理、见证课堂，
让学生给予家长与老师同等的尊重。

——树读书之才。宁乡五中倡
导学生勤读书、爱读书、会读书、读好
书。分班建设图书角，开放学校图书
室，开设阅读课程，开展读书分享会、
读书知识竞赛，致力于培养学生终生
读书的习惯。

——强健康之体。充分利用“省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优势，坚持体育
竞技与体育高考同时发力，认真落实

“每天锻炼一小时”，打造体育特色品
牌。

——强服务之能。学校重视培
养学生的实践和服务能力，要求学
生从洗好衣服、搞好内务、修缮课桌

椅开始，提升学生的责任与担当意
识。

作为一所农村中学，最让我们意
外的是，社团活动风生水起，各种适
合青少年成长的兴趣小组向学生敞
开大门。“非常鼓励学生参加兴趣活
动，让他们在活动中发现自身价值并
为实现自身价值而努力。”姜义军介
绍，立体的培育体系造就了学生“向
上向善”的精神风貌，涌现了受国家
教育部表彰的“诚信友善好少年”秦
鑫，“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喻壮，获
得由教育部授予的“阳光好少年主题
教育示范学校”称号……

一段历史，可以照亮过去；一段
历史，也可以影响未来。

今天，宁乡五中的红色文化在传
承中闪现耀眼光芒；未来，这艘红色
冲锋舟将激起更加美丽的浪花。

培育“有情怀”的教师队伍

培养“向上向善”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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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教育阵地“红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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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作为“两不愁三保障”之一的教育，桂东

在脱贫摘帽之后如何继续保障？
全县有普通中小学校 82 所，在校学生

24722人，县内就读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7418人。

“不让贫困孩子从家里拿一分钱，轻轻
松松背起书包就去上学。”这是桂东县委书
记谭建上在教育扶贫工作中的郑重承诺。

为此，该县坚持“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
愚”的发展理念，把发展教育作为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从2016年秋季学期
开始，累计发放资金 9071.47 万元，其中整
合上级资金5323.75万元，县本级投入资金
3747.72万元，充分保证每一个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有学上”。

保障全到位
让每个孩子有学上

11月18日，气温骤降。桂东县沤江镇
寒口学校六年级 114 班的李青担心同在这
里读一年级的弟弟着凉，趁着下课时间回宿
舍拿了件厚衣服给他加上。姐弟俩家住距
离学校 10 公里外的上东村，家里原来有爷
爷奶奶、父母和她姐弟六口人，唯一的收入
是靠父亲打临工。两年前，患有脑瘫的母亲
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屋漏偏逢连夜雨，今
年6月，父亲又因车祸不幸去世。家里唯一
的顶梁柱倒了。本应该无忧无虑生活的李
青很可能因此辍学，独自去支撑起这个家，
照顾80多岁的爷爷奶奶和年仅6岁的弟弟。

其实，桂东在2016年就出台了《教育扶
贫工程“学生资助全覆盖”项目实施方案》，
明确了县里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适龄儿

童少年，全员实行学前教育阶段至高中教育
阶段免费教育，对全县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学生发放生活补助。

依靠这项政策，姐弟俩每人每年可以拿
到1000元的生活救助。加上父亲在世时打
工的收入，读书不成问题，可现在，仅靠政策
是不够了。

人间自有真情在，上东村村支两委开展
了滴水筹，全县各单位、企业和志愿者也纷
纷献出爱心。如今，社会各界已经为他们筹
措爱心款近10万元，用来解决生活问题。

在 2017 年出台的《桂东县教育扶贫救
助实施办法》中，统筹安排了500万元设立
教育扶贫救助基金，对建档立卡家庭中孤
儿、单亲、残疾、父母当年亡故、家庭成员遭
遇意外分别给予1000至4000元救助。

有了这些帮助，困难迎刃而解。李青这
个腼腆文静的女孩也露出了坚定自信的笑
容。

李青姐弟的情况在全县并非个例。近
两年来，全县共投入 1296.78 万元，免除学
前至高中阶段就学费用，实现贫困学生“十
五年免费教育”；投入2724.32万元，每学年
为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发放生活补助。

在桂东，还有60名学生，由于身体原因
不能随班就读。桂东县三洞乡的小星（化
名）就是其中之一。他今年10岁了，是先天
性脑瘫患者，生活无法自理。三洞学校教师
李优英每周都会“送教上门”，在教知识的同
时还不断给小星鼓励。

桂东的“送教上门”活动会根据每位学
生的具体情况，制订一人一案，组织每周不
少于一次的送教上门活动。截至目前，全县
送教教师已有 240 多人，累计上门送教
7000余次。

这是桂东采取“两线三级”（政府线：县
人民政府、乡镇、村组；教育线：县教育局、学
校、教师）控辍保学责任制与“三帮一”（一名
教师、一名村干部、一名家长或监护人帮扶
一名辍学学生）劝返复学等机制之一。截至
目前，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巩固率均
为100%。

资助全覆盖
让孩子上学有选择

桂东县职业教育中心对口高考27班的
何海军是单亲孩子，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
靠母亲在工地打临工所得，2017 年进入学
校后，不但没交过一分钱学费，每年还能拿
到2500元的生活补贴。

“这笔钱不仅够孩子吃饭和零用，还能
为孩子添置新衣服和文具。”这样的惠民政
策让何海军的母亲感觉比以往轻松多了。

明年，何海军就要考大学，他的目标是
湖南第一师范，如果考上的话，县里还将继
续给予资助。

两年来，全县投入233.2万元对就读全
日制大学新生每人一次性资助5000元，对

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大二开始每学年再资助
3000 元；为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377 人次发
放助学贷款296.4万元。

在桂东县职业教育中心，何海军这样情
况的学生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学生进入
学校后会选择学习技能，毕业后直接参加工
作。为了让这些孩子尽可能多学些技能，从
2017 年开始，学校陆续投入资金 900 余万
元，新建了单片机实训室、PLC实训室、电工
技术实训室、智能机器人实训室等 18 个功
能实训室和16个社团活动室。并与江铃汽
车等世界500强企业合作办班。

多年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桂东职校
为社会各行各业输送毕业生 5268 人，毕业
生年均就业率保持在98%以上，对口就业率
达85%以上，就业后工资达4100元以上，真
正实现了“职教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
的成效。

投入用全力
让孩子上学有质量

“为孩子提供有质量的教育，才是从根
本上抓教育扶贫。”县委副书记、县长伍志平
说，为让每一个贫困地区孩子都能平等享受
优质教育资源，桂东将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
延伸到教育体系的“神经末梢”，并通过师资
配备向乡村学校倾斜、优质校和薄弱校联校
办学等措施，让乡村学校强起来。

走进普乐镇小江小学，现代化的教学
楼，平整宽阔的操场，教学楼里计算机教室、
实验室、阅览室、“留守儿童之家”等功能室
一应俱全。然而在几年前，这里的操场还是
荒草丛生，教室的窗户用报纸贴了一层又一
层，一切变化得益于该县实施薄弱学校改造
工作。

近年来，桂东县投入2.9亿元，改扩建校
舍9万多平方米，运动场地9.7万平方米，配
备教学仪器设备24万台（件、套），添置学生
课桌椅 1 万余套。有力促进了全县学校办
学水平整体提升。

优质的教育环境，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质量，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则能使一个
地区的教育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为此，桂
东开辟教师引进“绿色通道”，大力实施特岗
教师引进、农村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和教师
招聘计划，近年共引进教师309人。

同时，该县严格落实边远地区中小学教
师工资待遇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从 2010
年起，县财政每年安排预算200万元，为农
村教师每人每年发放山区和交通津贴，建立
起“越往基层、越是艰苦，待遇越高”的激励
机制。

以桂东县青山乡中心小学为例，除了财
政工资和年终绩效工资之外，每月还有罗霄
山区人才津贴 300 元、交通补贴 500 元、乡
镇工作津贴200元，一年要比城区学校老师
多了1.2万元。

“在桂东，教师工资水平、工作条件、福
利待遇已经好于公务员，教师已经成为了年
轻人就业的首选之一。”桂东县教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郭建军骄傲地说。

阳光照亮成长路
——桂东县教育筑牢脱贫成效纪实

徐典波 钟广宇 胡 涛
上麻布山，登高健身休闲，品味绿色果

蔬，体验田园生活，感受“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的“城市后花园”里好风光。如今，岳阳
市岳阳楼区探索出了一条“旅游+扶贫”的新
路子，麻布山已经成为市民、游客感悟美丽
乡愁的“打卡地”。

“新路子”催生“新作为”
岳阳楼区郭镇乡村民邓红兵怎么也没

有想到，自己这辈子会当上农家乐的老板。
他祖祖辈辈住在麻布山下，所在的麻布村原
是省级贫困村。机遇终于在岳阳市推进岳
阳楼区旅游产业扶贫中到来，他吃上了“旅
游饭”，全家早就脱贫出列，收入节节攀升。

在麻布山下，像邓红兵一样吃上了“旅
游饭”发家致富的村民不在少数。麻布山是
岳阳城郊海拔最高的山，有磨刀坑、桃花洞
等遗迹、景点，最大优势在生态，岳阳楼区原

来3个省级贫困村聚集于此。脱贫攻坚战怎
么打？近年来，岳阳楼区启动和推进“旅游+
扶贫”，从精准扶贫扩展到人居环境整治，再
到发展产业上，着力建设岳阳“城市后花
园”，让青山变为脱贫致富的“金山”。

思路一变天地宽。郭镇乡党委政府按照
“旅游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旅游
发展”的工作思路，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确立
的“休闲、健身、体验”三大主题和“不大拆大
建、不毁山占地、不贪大求洋”三不原则，编制
了麻布山景区旅游发展规划等工作方案，为旅
游扶贫开发确定了总体思路和发展方向。

“新作为”造就“好风景”

冬日时节，行走麻布山下，污水有了

“家”、垃圾有人拉、户外开鲜花，处处移步换
景，既有“颜值”更显“气质”，引得游人纷至
沓来，生态停车场内鄂A、湘A等车牌的小轿
车不稀奇。村民李大爷很幸福：“我现在不
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发展生态农业观光，
就能发家致富了。”

走乡村旅游这条路子，离不开富有特色
的核心旅游景点和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
岳阳楼区委、区政府在麻布山下布局落子，
打出一系列组合拳。2015年6月，该区启动
麻布山省级森林公园申报工作，2016 年 2
月，麻布山成功获批成为省级森林公园……

麻布山“旅游+扶贫”攻坚战全面打响。
岳阳楼区先后投入2.03亿元，完成了麻布山

森林公园景区周边公共设施、环境整治、房
屋立面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产业化
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好风景”变成“好钱景”

为助推“好风景”变成“好钱景”，目前，
岳阳楼区正引导和帮扶景区村民参与开展
旅游经营、提供旅游服务。

该区采取“公司+农户”“合作社+基地”
等模式，政府主导流转土地，在建中村引进
了光伏发电项目，在磨刀村发展了沃柑种植
园，蔬香乐园、百果园、阳光花园4家观光农
业基地建设来势喜人。引进市级龙头企业
湖南省田园牧歌植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将
在麻布村投资 10 亿元，建设“山语宁养生

谷”，大力发展生态观光旅游农业。目前，项
目已流转土地1600多亩，种植百合200亩、
湘莲 300 亩，稻油轮作、大棚芦笋基地呼之
欲出。

为深入实施贫困群众创业帮扶，该区举
办农家乐厨师等技能培训班13期，引导扶持
贫困群众创办景区农家乐45家；打造了稻虾
养殖基地200亩、油菜基地3000余亩，观赏
性花卉苗木等特色种养基地12个，开办农产
品销售网店5家，实现了景区贫困群众人均
年增收1万元。

天天有行动，月月有变化，生活步步
高。今年来，该区先后举办麻布山油菜花
节、“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等活动 20 多
场次，麻布山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通
过引导扶持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景区3个贫
困村出列，385 名贫困户早已如期实现脱
贫。

·精彩湖南·

麻布山下好风光
——岳阳市岳阳楼区旅游产业扶贫走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