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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舒拉 袁卫和 张耀成

【现场镜头】

宽敞明亮的活动室，五颜六色的游

乐场，造型美观的开放式玩具橱，种类

繁多的玩具。

3

月

17

日，记者走进长沙市

岳麓区学前教育集团第三幼儿园，一种

美观、舒适、快乐的感觉慢慢溢满全身。

据该区教育局幼教专干、学前教育集团

党支部书记钟慧介绍，作为集团的

10

个

成员之一，“三幼”创建于

2001

年，是岳

麓区教育局利用当时城镇化过程中闲

置的一所小学，投入

70

多万元改造而成

的一所公办幼儿园。

“公办幼儿园收费比较适中，老师

也教得好，我们家长都比较放心，要解

决‘入园难’，还是要多建公办幼儿园。 ”

一位前来接孩子的家长在谈起 “入园

难”问题时，如此说出自己的期待。

【深度调查】

像这位家长一样， 随着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 ，人们都希望将孩子送到

条件好的幼儿园。 公办幼儿园由于设

施较好， 教师队伍相对稳定且素质较

高 ，办园行为规范 ，办园质量较好 ，与

那些条件虽好却收费高昂的 “天价 ”

民办幼儿园相比 ， 费用也不算贵 ，自

然成了很多家长的首选。 但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 ， 公办幼儿园比例很小 ，这

也是导致 “入园难 、入园贵 ”的一个重

要因素。

有业内专家估算，目前，就全省而

言，公办幼儿园的数量和在园幼儿的比

例都不到

3

成。长沙市，现有各级各类幼

儿园

995

所， 其中公办幼儿园

215

所，占

幼儿园总数的比例仅

21.6%

， 在园幼儿

42600

多人， 占在园幼儿总数的

24.9%

。

岳阳市有各类幼儿园

970

余所， 其中公

办幼儿园

180

所，比例仅为

18.5%

。 花垣

县公办幼儿园

7

所， 占

37

所各类幼儿园

比例的

18.9%

。

由于各地财力、政府发展教育的思

路、 对学前教育重视程度不同的原因，

公办幼儿园比重的地区差也很明显。同

在长沙市区， 岳麓区

65

所幼儿园，

21

所

是区里办的公办幼儿园。而开福区的

50

多所幼儿园中，区里办的公办幼儿园仅

1

所。

据长沙市教育局一位负责人介绍，

多年来， 国家在学前教育的发展上，实

行的是以公办幼儿园为窗口和示范，民

办幼儿园为主体的思路。学前教育经费

投入严重不足，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

不到

1%

，更谈不上办园条件、生均公用

经费方面的要求。学前教育的财政经费

投入与其他基础教育阶段相比相差甚

远。 在岳阳市，

2006

年到

2008

年，学前教

育 经 费 支 出 仅 占 教 育 经 费 支 出 的

2.74%

。而有限的钱又有

10%

是用于极少

数示范幼儿园的建设，大多数农村及城

镇普通幼儿园长期享受不到政府的经

费资助。

财政投入不足，一方面导致新建和

扩建幼儿园困难，另一方面也导致公办

幼儿园后续发展资金不足，除少数在编

教师外， 教师的工资和幼儿园的维护，

都还得靠幼儿园自身积累解决，这也导

致公办幼儿园要么经营困难，要么被逐

步推向社会，承包给个人。

【对策思路】

如何发展公办幼儿园 ？ 长沙市一

位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建议制定

《学前教育法》， 从法律上明确学前教

育的任务、 领导和管理体制 、 举办条

件、 经费投入等； 省里也应该尽快下

发学前教育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 明确

学前教育发展目标， 完善学前教育管

理体制， 明确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

责任； 确立经费投入体制 ， 把学前教

育经费列入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 ，适

当提高比例， 制定学前教育生均公用

经费标准。

省政府顾问、省民办教育协会会长

唐之享建议， 多渠道发展公办幼儿园，

既可以将布局调整后的闲置中小学改

造成幼儿园，也可以明确社区配套幼儿

园必须移交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将这些

幼儿园建成公办园或普惠园。

令人高兴的是，我省今年已将幼儿

园的建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中，并决

定今年在全省建设

200

所公办幼儿园 。

长沙市将建设

100

所普惠性公办幼儿

园。岳阳市在“十二五”学前教育发展规

划中，明确要重点加大普惠性幼儿园的

建设力度，并正在制定普惠性幼儿园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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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慧英 邹靖方

“湘理一家亲，湖湘人民永远是我们的至爱亲人！”

4

月

1

日，

本报“征集赴理县恩人代表”热线电话收到这样一条温暖的短

信。 发信人叫杨奇明，是来自四川理县下孟乡萨门村的在长务

工人员。

2

日下午，记者约见了他和他的另外两个老乡杨全富、

张全生。谈话间，对地震回忆的感慨，对湖南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的感激，不时在

3

个藏族汉子眼中闪现。

“我们很想知道那两个医生如今在哪里，还想再说一声‘纳

多瓦内’（当地藏语方言，‘谢谢’的意思）！ ”杨奇明说，从地震

后，那两个医生在他们村里，是最令人宽慰也最受欢迎的身影。

地震时 ，杨奇明在离家一百多公里的马尔康 ，听到消息

后，他背着行李、流着眼泪，在满目疮痍中走走爬爬了一两天

才赶到自己家。 看到亲人都在的时候，眼泪更是刷刷地往下

流。 当时，萨门村的房屋悉数被毁，万幸的是没有生命伤亡。

但房子全倒了 ，吃住等都成了问题 ，尤其是地震带来的环境

污染，原本干净的清泉变成了污水，各种病菌蠢蠢欲动，疫情

一触即发。

为了杜绝大灾之后的大疫，我省援建队派出大量医护人员

进村入户进行灾后消毒、检查。杨奇明说，萨门村的地形特点是

山多、坡多、沟多，平日路就不好走，地震后更是艰难。有两个男

医生，每周都要到他们村里好几次，背着一二十公斤重的器材、

干粮，一处处检查、消毒，全程都只能靠步行。 走到村落尽头的

杨家时，往往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杨家人总要拉他们在自家

帐篷里喝茶歇息，然而医生总是停停就走，因为还要赶往下一

个村庄。 那是从杨家后面往山上走的一个村，最近的那一户也

要爬一个多小时。等到太阳落坡，他们从山上下来走不动了，又

在杨家喝口水继续赶路。 在这短暂的停留中，杨奇明只知道两

个医生都来自湖南邵阳，三四十岁光景，一个姓汪，一个姓肖。

2008

年

7

月

31

日，杨奇明等匆匆赶到了长沙工作，从此失去

了和医生的联系。只是断断续续在电话里听到家人述说他们的

故事，比如及时救治了某个中毒的村民或是一些大病小情。 虽

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没有生离死别的震撼，但在地

震的巨大悲恸里，医生们所做的细致而艰苦的工作，确保了村

庄的平安和村民的健康， 也给他们心理上带去了极大的安慰。

他们背着大小的器材在废墟里穿梭，谁家有什么疾病伤痛甚至

心理上的纠结都找他们。也正是许多和这两个医生一样的支援

者，让远离家乡的杨奇明们放下了牵挂的心。

大灾之前有大爱。地震之后，感人的故事说也说不完。眼前

的

3

个藏族小伙憨厚、朴实，他们不停地跟记者说着地震后发生

的许多故事，他们只知道帮助他们的有政府，还有许多许多的

“湖南人”和这两个医生，但是，却叫不出单位、道不出名姓。 包

括从理县到长沙，从车站到现在的单位长丰集团，湖南人民的

热情和关爱，让他们“说不出话来”。看到本报的寻恩报道，他们

也想找到这两个医生说声感谢。

“我们理县的樱桃、核桃都很好吃，现在也重新变美了，真

心希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恩人们，尤其是那两个好心的医生，

能再‘回家’看看！ ”这话道出了几个藏族汉子的朴实愿望。

截至发稿时止 ，记者已辗转联系到两位医生 ，他们分别

是来自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汪跃飞和新邵县人民医

院的肖剑辉。 汶川大地震时，作为首批医护人员赶赴四川，主

要负责救治伤员、防疫消毒等工作。 汪跃飞说，他们所做的只

是一个医生的本职工作 ，没什么了不起 ，像他们这样的人还

有很多。

4

月

5

日下午

5

时许， 长沙市星沙高速收费站， 虽然开通

8

条收费车道， 车辆仍排起长长的队伍， 车流量达

到

4.5

万辆

/

小时。 当日是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长沙周边各高速均迎来祭祀和踏青车流返程高峰。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本报

4

月

5

日讯 （记者 陶海音 李茁 通讯员 吕高

安 江钻 何智） 今天是清明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记

者

18

时从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获悉， 清明小长假

3

天，

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达

104.22

万台次，较去年同期增

长了

21.42%

。全省高速公路运行平稳、基本畅通，均未

出现预料中的“暴堵”现象。

据介绍，早在清明节来临之前，全省高速公路系统

就提前部署，采取了针对性措施，确保清明节期间全省

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根据以往清明期间的统计数据，车

流高峰主要出现在每天的

9

时至

11

时、

15

时至

19

时两个时

段。 在高峰时段，长益高速长沙西收费站、长永高速长沙

收费站、耒宜高速小塘收费站

3

个车流量最大的重点收费

站，运营管理单位为之配备足够的收费人员，打开所有

收费车道，必要时采取“一岛双亭”的收费应急措施，确保

车辆快速通过。 高速公路路政、养护等部门加强值班巡

视，联合交警部门

24

小时待命，遇到车辆抛锚、交通事故

等突发事件，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同时加强对在高速公

路违规上下客的车辆的打击力度， 确保高速公路安全、

畅通。

清明小长假高速公路

车流量逾百万台次

■

寻恩故事③

医生，我们想你“回家”看看

公办幼儿园不到3成

支招： 增加投入多渠道发展

■问诊学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