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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余蓉

前不久，记者从邵阳市区驱车前往隆回、城步、
武冈等地采访时， 一场不期而至的雪覆盖了邵阳大
地。 盛开的桃花、梨花与油菜花在雪中，别有一番风
采。

瑞雪兆丰年。 这似乎预示着邵阳立德教育将出
现新的气象。

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山区，
立德教育怎么进行，新课改怎么推动？邵阳市教育部
门给出的答案是，立德教育也要“精准扶贫”。要充分
利用本地民族文化特色， 用文化套餐提升立德教育
品位。

滩头年画是湖南省唯一的手工木版水印年画，
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唐至今，
已有1300余年历史。《老鼠娶亲》年画曾得到鲁迅先
生的盛赞。

记者来到隆回县滩头镇， 参观了滩头手工抄纸
技艺传习所，在古纸加工坊、槽屋、焙房流连忘返。该
镇中心小学是滩头木版年画技艺传承教学基地。 在
乡村少年宫墙壁上，夹挂着小学生制作的木版年画。
案板上放着大大小小的模具。该校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上学期，开设20个课时，让孩子们从小感悟“民

族的就是世界的”的真正含义。
隆回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又是山区县，留守儿童

较多。 万和实验学校学生有近7000人，打的也是“文
化牌”。他们构建了这样一个立德教育框架：用“亲情
文化”解决情感问题，用“留守文化”呵护健全人格，
用“创新文化”挖掘个体潜能，用“墙壁文化”成就人
生未来。记者在教学楼走廊上看到，各个班级悬挂着
“一星至四星”牌子，不再面对黑板的课桌井然有序。
以往滔滔不绝的读书声，被安静的气氛所替代。学生
在自学，教师在巡视。

“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的故乡就在隆回。 作
为新课改排头兵的隆回二中，开辟“魏源园”，100余
米的文化墙古色古香。

3月11日， 记者来到城步苗族自治县。 前往白
毛坪乡初级中学的途中， 山坡上还有残雪。 该校的
“民族文化进校园” 活动有声有色。 一楼的舞蹈房，
14个学生身着大红衣服， 挥着绸扇和彩带， 正在进
行民族舞蹈训练。 二楼的教室里， 身着苗族服装的
9个孩子拿着唢呐， 吹奏《苗家的茶歌》、《庆鼓堂·开
堂歌》的旋律。 图书室里， 7个学生朗读 《弟子规》。
大竹坪中心小学则将“杨氏官厅” 列为“爱我苗
乡” 教育基地， 从小培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的
传统观念。

走进城步苗族自治县希望小学， 2800名学生
正在放学。 广播不停地播报准备走出操场的班级名
字。 一位学生举着红底白字的牌子， 引领同学排队
走出校园大门。 一队一队学生像游龙， 像风景。 该
校负责人告诉记者， 前几年， 一到放学， 接孩子的
家长一个劲地涌进校园， 乱哄哄的。 包括“校园安
全” 在内的立德教育使社会、 家庭、 学校达成共
识。

在城步一中，一处宣传栏引起记者关注。这就是
《城步一中男生、女生引导目标释义》。学校要求男生
成为“谦谦君子”，女生成为“窈窕淑女”，分别是10个
字，即“温、良、恭、俭、让、逊、恳、勇、雅、尚”，“静、善、
贤、法、亮、慧、孝、和、立、庄”。

“立德教育”在校内，也在校外。城步清溪古民居
群、武冈浪石古村，也成了立德教育的场所。 清溪古
民居群一处四合院，正厅的“福禄寿喜”4扇门以及雕
花木窗，浪石古村的石刻楹联文化，都以其厚重、精
美的历史文化遗存吸引着学生们的目光。

陪同采访的邵阳市教育局负责人说， 立德教育
靠民族文化、靠传统历史，才会有血有肉，才会生动
形象，学生们看得到、悟得深。立德教育的真正目的，
是让每一位学生有差异、 有个性地整体进步， 不让
一位学生掉队。 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有用的人。

� � �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通讯员
杨洲 记者 李国斌）3月16日，省委
宣传部在吉首召开大湘西地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项目建
设专题会议，从发展文化产业的角
度探讨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改
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金
鸢在会上表示，抓好非遗生产性保
护，要着重把握好三个关系。 一是
传承保护与市场开发的关系。 在遵
循非遗保护规律的前提下，要坚持
“动态保护”和“活性保护”的原则，
努力让非遗走进社区、 走进生活、
走进市场， 更多地变为实用品、日
用品。二是传承保护和创意创新的

关系。既要坚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
体性、核心技术的真实性，还要适
应现代人的审美情趣，有所创意创
新，赋予时代精神，融入现代元素。
三是正确处理生产性保护中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传承保护
不能完全靠政府买单，要把非遗的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和市场
优势，把经济价值转化为老百姓实
实在在的收入。

对下一步如何推进非遗保护，
杨金鸢建议，注重整体规划、搞好
典型示范、加强人才培养、搭建推
广平台、建立财政投入机制，努力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 传承
好、发展好。

� � � �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记者 李
国斌 通讯员 廖晓菲 谢斌)今天，

“湖南省群众艺术馆” 正式更名为
“湖南省文化馆”，并举行了揭牌仪
式。据介绍，今年，湖南省、市、县各
级“群艺馆”将全部更名为“文化
馆”。

“更名不仅仅是换一个名
称。” 湖南省文化馆馆长胡俊表

示， 随着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
需求越来越强烈， 群艺馆承载的
业务功能已远远超出了其原有的
群文工作职能范围。 更名后的湖
南省文化馆， 职能是开展全民艺
术普及、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 将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
更好地为公共文化事业服务。

邵阳市推进课堂教学改革， 创新出一条特色之路———

用文化套餐
提升立德教育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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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掏学永 明辉）今天上午，省卫生计生委在长沙
咸嘉新村社区举办“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宣传活
动，记者获悉，全省结核病总体疫情稳中有降，
结核病治愈率保持在90%以上。

3月24日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今年的主
题是“社会共同努力， 消除结核危害”。 据悉，
2015年，全省肺结核报告发病率为81.64/10万，
登记患者55792例， 其中传染性肺结核患者约
21658例，治愈率保持在90%以上。另外，发现和
治疗耐多药患者468例。

专家提醒， 一个人如果咳嗽、 咳痰超过2个星
期，咯血或痰里带血丝要及时去结核病定点医疗机

构看病。 结核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治疗时间一般
在6-8个月，如果没有完成疗程或不规律治疗，可能
产生耐药性，目前耐多药结核病的治愈率不到50%。

目前， 我省定点结核病防治机构对结核病
可疑者，提供免费查痰和X胸片检查，对确诊的
不住院治疗的肺结核患者， 提供免费一线抗结
核药品，免费查痰和疗程末X胸片检查。 对参加
了新农合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 在定点医疗机
构住院治疗， 住院期间可享受2.5万元包干费
用，新农合报销70%。 出院后的23个月，每月享
受1500元门诊治疗费用。 新农合对参合肺结核
患者门诊治疗，实行辅助诊疗定额包干付费，我
省各县市区包干额度在800-1500元/例。

用生产性保护实现非遗永续传承

“群艺馆”更名为“文化馆”

湖南结核病总体疫情稳中有降
治愈率90%以上

� � � �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王亮）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皇冠赛事迈阿密公开赛展开了女
单首轮争夺， 湘妹子彭帅以2比0
击败比利时球员乌伊特凡克， 拿
下了13个月以来的首场单打胜利。

彭帅在去年3月因伤暂别赛
场， 并在法网后进行了手术， 直
到今年年初才重新回到赛场， 澳
网也仅仅参加了双打的争夺。 3月
初的印第安维尔斯赛， 彭帅术后
首战单打， 以0比6/1比6的比分惨
败。 因为长期没有比赛， 彭帅的
世界排名也下跌至第664位， 历史
上， 她最高曾位列第14位。

今天的比赛中， 彭帅依然在

寻找比赛感觉， 整场比赛也耗时
达1小时38分钟。 首盘， 彭帅率先
破发， 最后以6比3拿下。 第二盘
彭帅打得格外艰难， 上来被对手
打了个1比4， 好在她没有放弃，
连续破发将比分追成5比5， 随后
又连拿两分， 以7比5锁定胜局。

彭帅赛后自己也很感慨， 她
发微博表示： “一年多了赢了第
一场单打比赛， 好开心又好想哭。
手术后恢复的过程好难， 想过多
次放弃是真的！ 继续努力恢复，
和之前还是有不少距离。”

下一轮， 彭帅将迎战赛会32
号种子、 罗马尼亚选手尼库莱斯
库。

拿下13个月来首场单打胜利

彭帅：“想过多次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