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1年， 全省教育总投入达到798.76亿
元， 比2007年增加379.13亿元， 增长90.34%； 各
级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 (含教育费附加 ) 544.74
亿元， 比2007年增加297.28亿元， 增长120.13%。

———至2011年底， 全省共投入64亿元， 完成
4861所合格学校建设。 今年， 又投入11.3亿元 ，
即将完成合格学校建设1350所。

———进一步完善了农民工子女入学办法， 落
实农民工子女入学 “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政策。 全面启动城市义务教育学校扩容改造， 在
缓解大班额的基础上， 有效保障了全省40多万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2007年以来 ， 累计投入各类奖助学金
52.2亿元， 建立起覆盖从小学到大学所有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比较完善的资助政策体系， 资助不
同教育阶段家庭经济贫困学生近430多万人次 ，
确保了全省无一人因贫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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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婷

11月9日下午， 党的十八大湖南
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举行全
体会议， 并对中外媒体开放。

开会前的间隙， 86岁的熊清泉
代表兴致勃勃道： “我给大家唱首
歌吧。”

“一根那个竹竿容易弯， 三缕
呀麻纱呀扯脱难， 猛虎落在平阳地，
蛟龙无水困沙滩 。 索啦依子郎当 ，
郎当依子哟嚯 ， 不怕力小怕孤单 ，
众人合伙金不换…… ” 婉转、 韵味
的湖南民歌小调被熊老唱得有滋有
味。

“好！” 全场一片鼓掌声、 欢笑

声。
“再给大家唱首山歌。” 熊老歌

兴大发。
清了清嗓子 ， 熊老开唱 ： “郎

在街外唱山歌 ， 女在房中织绫罗 。
娘骂女： 你这小丫婆， 为什么不织
绫罗听山歌……” 一边唱， 一边打
拍子， 吸引了全场中外媒体的镜头。

“党的十八大担负着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 ， 十分重要 ，
全世界关注。 作为党代表参加盛会，
心情非常高兴， 就唱歌。” 开完会，
熊老接受记者采访， 像个老顽童一
样 “神秘” 地告诉记者， “那首山
歌是我自己改编的哩！”

（本报北京11月9日电）

� � � �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 把生
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五位
一体”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 作为国家两型社
会建设试点的株洲 ， 要抓住机遇 ，
大力实施 “生态优先 ” 发展战略 ，
努力建设美丽株洲。

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 株洲这5
年来走出了一条 “生态优先” 绿色
发展之路： 突出湘江污染综合治理，
打造 “东方莱茵河”， 先后投资7个
亿建设9家生活污水处理厂， 投资5
个亿建设工业污水处理厂， 依法关
停污染企业和落后生产线， 清水塘
地区中小企业关停并转175家， 拆除
烟囱320座 ， 改造绿化面积 1689公
顷 ， 城市绿化率达到50%……一系
列措施， 使得曾经黑乎乎、 灰蒙蒙
的城市变得绿油油、 水灵灵， 空气
质量良好率达97.7%。 目前， 株洲成

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 今年还有望成功创建国家
环保模范城市， 完成了从全国十大
污染城市向国家卫生城市的蝶变。

实践证明， 要赢得真正的富裕
文明， 必须改变过去 “高投入、 高
消耗、 高排放” 的粗放式发展， 着
力推进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 低碳
发展。 我们将围绕建设“以现代工业
文明为特征的生态宜居城市”的基本
定位，计划通过5年的努力，着力发展
培育轨道交通、 汽车制造和零部件、
航空航天、服饰、陶瓷“五大千亿产业
集群”， 努力打造高端服务业的先导
区、 “两型” 产业的聚集区、 转变
发展方式的引领区， 实现生产空间
集约高效、 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生
态空间山清水秀， 再造一个新株洲。

本报记者 刘文韬 整理
（本报北京11月9日电）

� � � �心情十分激动， 收获十分巨大。
感想两个字： 自豪。

一是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去
1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自豪。 纵
向看， 这10年， 是中国历史上发展
最好的十年之一， 历史上没有过的
增长速度， 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
上升到第二位， 对全世界经济增长
的贡献超过20%。 横向看 ， 中国是
全球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 这些年
我们到各个国家去， 10年前和10年
后那种自豪感是不一样的。

二是为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共
产党伟大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感到自豪。 科学发展观为过去10
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三一
这10年的发展也是科学发展观在微
观领域的显著成就。 三一 2011年销
售额为802亿元， 利税160亿元 。 而
10年前的2001年， 三一销售额仅为
6.2亿元 ， 利税 9600万元 。 短短 10
年， 增长了100多倍。 这是科学发展
观在三一的微观成就， 相信中国这
样的微观成就千千万万。

三是为伟大的祖国有伟大而光
明的前景而感到无比自豪。 胡锦涛
同志报告提出， 到2020年 ， 经济总
量要翻一番 ， 也就是说达到100万
亿， 相当现在的美国水平， 到那时

要全面进入小康。 这个伟大的蓝图
也为我们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保证 。
2007年， 也在这个会议室 ， 我作为
十七大代表发言。 我当时激动地说，
要在5年后的2012年 ， 销售额达到
1000亿。 当年三一的销售额是137亿
元， 去年我们达到了802亿元， 如果
今年的经营形势正常， 我们可以基
本实现目标。 今天我想说， 10年后，
三一销售额至少实现3000亿元人民
币。 如果达到3000亿元 ， 三一将在
全球工程机械行业排到数一数二的
位置。 现在全球第一的是美国公司，
600亿美元， 第二是日本公司 ， 280
亿美元。 我再干10年退休， 要干到
第二， 看到第一。

三一发展非常健康 。 三一的可
持续发展是可期待的。 三一从8个人
到现在的5.8万人， 是一个科技驱动
型企业， 在湖南的专利数是第一名，
完全靠科技驱动。 尽管今年的情况
不是太好， 但还将有130亿元左右的
利税。 我感谢省委、 省政府对三一
的支持。 三一的成长充分证明了湖
南良好的投资环境 。 发自内心说 ，
我由衷地以自己是一个中国公民 、
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而自豪。

本报记者 唐婷 整理
（本报北京11月9日电）

“有学上”更要“上好学”

� � � �王柯敏代表 刘桂林 摄

� � �兰朝红代表 罗新国 摄

� � � � 11月9日， 湖南代表团举行开放日活动， 吸引境内外记者的目光。 梁稳
根代表受到媒体 “围攻”。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 � � �左图：2010年6月1日，平江县余坪
乡希望学校学生在新校区教学楼前升
国旗。当地600多名农村孩子有了宽敞
明亮的教室、 学生公寓和多功能文体
活动场所。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心情非常高兴，就唱歌”

【民生话题】 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本报记者 蒙志军 张斌

� � � �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保障和
改善民生时，首当其冲地提出“要努
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大力促进
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作为
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倍感振奋。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
石。近年来，我省在实施教育强省战略
的过程中，特别重视推进教育公平，以
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为基本平台，
以农村学校建设为重点， 既重视基础
条件建设，又把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学
校管理和教育教学质量水平摆在突出
位置，务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基
本保障了全体人民“学有所教”。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对教
育的要求越来越高，推进教育公平任
重而道远。在义务教育阶段生源急剧

增长的情况下，让每个孩子享受均等
的受教育机会显得尤为迫切，不仅要
让孩子们“有学上”，更要“上好学”。

长期以来，存在一种双层二元结
构。 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二是在过去
教育投入不足背景下形成的重点学
校和非重点学校相区分的二元结构，
拉大了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
阻碍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我认
为，推进教育公平，当务之急，是要加
大立法的力度， 通过法律的手段，冲
破双层二元结构给教育公平带来的
阻碍。 同时，要把教育资源重点向农
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大力
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
等接受教育，努力实现“让每个孩子
都能成为有用之才”的目标。

� � � � 1995年， 我从湖南第一师范毕
业后， 分配到长沙工作。 我放弃了
这个 “金饭碗”， 回到了家乡农村
工作。

17年的山路弯弯， 我深爱自己
的学生， 也为农村很多教学条件的
不完善、 很多教育资源的缺乏， 感
到深深的心痛。 所以， 这一次来北
京， 我最关注的就是落实教育资源
的均衡发展， 推动教育公平。

在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校， 教
师不仅生活工作条件差、 工作任务
重压力大 ， 最令人担忧的是待遇
低 、 流失多 。 贫困县级财政多为
“吃饭财政 ”， 财政经费仅能保运
转 ， 无力解决提高农村教师待遇
的问题。 农村老师待遇远低于城市
学校教师和公务员， 近年来， 农村

的骨干教师、 优秀教师流失率越来
越高。

只有千方百计改善农村教师的
工作、 学习和生活条件， 让广大农
村教师留得住、 干得好， 教育公平
才有保障。 我建议， 一是要提高农
村教师待遇。 除了在工资待遇和职
称评定等方面向农村教师倾斜， 还
要建立农村教师特殊津贴制度， 让
农村教师的收入基本达到甚至高于
城区同等教师的收入水平。 二是要
改善农村学校环境 。 加大对农村
中、 小学校的硬件设施投入， 改善
办学条件。 启动教师安居工程， 改
善教师生活条件， 吸引更多优秀的
人才 ， 优化贫困地区农村教师队
伍。

（本报北京11月9日电）

让农村教师留得住干得好
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中心小学副校长 兰朝红

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株洲县太湖乡水库村 陈艳

荩荩荩

� � � � 2003年 ， 我和丈夫告别株
洲县太湖乡水库村的老家， 来
到长沙打工。 我们租住在雨花
区黎托乡合丰村， 丈夫在附近
的一个家具厂开叉车。 来到长
沙后不久， 女儿就出生了。

2008年下半年 ， 女儿在离
住处1公里远的一所村小入了
学， 学校条件不好， 师资力量
薄弱。 女儿在学校里很不适应，
性格变得很孤僻， 学习成绩只
处在班上中等水平。 有一天下
午， 天下着小雨， 女儿5点半了

都没有回家 。 我去学校找她 ，
结果发现她掉进了学校附近的
一个下水道， 全身湿透了， 一
个人坐在台阶上哭得瑟瑟发抖。
那时候， 我多希望女儿能够进
一所更好的学校读书。

今年9月， 在当地团委和教
育部门的帮助下， 女儿进入了
条件好的长沙市雨花小学读5年
级。 才入学2个月， 女儿的成绩
平均达到85分以上， 还经常主
动帮助他人。 看着女儿每天开
心的笑脸， 我心里别提多高兴

了。
女儿喜欢舞蹈 ， 但因为经

济条件有限， 我们无力送她去
上特长培训班。 我很担心， 女
儿长大后会埋怨我一辈子。 听
说十八大报告提出促进教育公
平， 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
教育 ， 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
我希望政府、 学校能出台更多
举措， 开办更多的免费特长培
训班或创造更多平台， 让弱势
群体的孩子们都能得到全面发
展， 从而不输在起跑线上。

【温暖印记】 荩荩荩

【代表谈】

冲破“双层二元结构”的阻碍
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王柯敏

荩荩荩

“生态优先”建设美丽株洲

花絮

代表之声

株洲市委书记 陈君文

以自己是一个
中国共产党党员而自豪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稳根

【百姓说】

京湘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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