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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通讯员
康承贵 樊美宏 记者 段云行） 因一
份《2016湖南教育状况调查》问卷，娄
底四中校长李永福给全校学生家长
写了一封《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寻
求家长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对教育
改革的建议。11月23日， 娄底四中共
收到2560名家长的信息反馈。

11月18日，李永福看了由腾讯大
湘网等机构联合发起的一个活
动———《2016湖南教育状况调查》的
内容后，觉得这是一次了解学生家长
对教育现状看法的好机会。于是就组
织学校领导及相关部门人员召开会

议， 发动全校3800名学生家长参与
调查活动，并写了《致广大家长的一
封信》，请求家长从教育成本、教育安
全、教育情感、教育发展、教育价值等
方面献计献策。

据了解， 家长们收到公开信后，
针对信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思
考，归纳起来有：希望推进家校同步
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希望“减
负增效”，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希望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学水平；希
望加强学校体育工作、 提高学生身体
素质；希望加强学校德育工作、培养学
生良好品行；希望开放学校图书室、培

养学生课外阅读兴趣； 希望加强校园
文化建设、开展文体活动、丰富校园文
化生活； 希望协同社会各界和有关部
门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治理， 为学生创
造安全、文明的生活环境；希望进一步
发挥学校心理咨询师的作用， 为单亲
家庭、留守学生、孤儿、特困学生等特
殊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保障等。

“《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是娄
底四中迈出建立家长学校的重要一
步，希望这些真实的数据与家长的思
考能为湖南教育改革提供全新的参
考！” 面对2560名家长的信息反馈，
李永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构建有效合作机制
共创文旅扶贫未来

湖南文化、 旅游与精
准扶贫创新发展论坛在
湘大召开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曹
辉 通讯员 王成奇 李鑫智 ）11月27
日上午，湖南文化、旅游与精准扶贫创
新发展论坛在湘潭大学召开。30多位
知名企业家、知名学者、文化传媒界高
管和商会、协会负责人及区县相关职
能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探讨在“互联
网+”创业时代，政府、企业、高校与贫
困地区如何更好地构建有效合作机
制，以电子商务整合文化、旅游资源等
实现精准扶贫。

论坛采取“政策解读、案例分析、
项目推介、渠道合作、网络互动”的方
式，重点围绕湖南“精准扶贫”政策措
施及推进效果、存在的不足及创新对
策；如何发挥高校及青年大学生在推
进“精英扶贫”中的人才与智库作用，
并完成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政府、企
业、高校如何对接贫困地区，并发挥其
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产品开
发、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作用，推动“精
准扶贫” 政策措施落地见效3个方面
的主题进行研讨。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张雪珊 蒋
迪飍 ） 近日， 邵阳市双清区组织
100余名党员干部，来到当地红色
廉洁文化基地———八路军驻湘通
讯处旧址，重温历史，开展警示教
育。 这是该区加强廉洁文化建设
的又一行动。

近年来， 双清区将加强廉洁文
化建设作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做出
全面规划，实行机关基层联动、城市
乡村对接， 建设了一批廉洁文化示
范点。目前，全区共建廉洁文化基地
56个，兴建廉洁方面的展馆1个、文
化室2个、 文化广场5个、 文化长廊
3700米、电子廉洁文化示范点6个。

并利用短信、微信等新型手段，传播
廉洁文化。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与
廉洁相关的活动。 已举办“领导讲
廉、述廉”活动80多场次，1万多名
党员干部受到教育；举办“知荣辱，
树新风，唱正气”为主题的文艺汇演
和廉洁宣讲、巡回授课、演讲比赛、
书画作品展等活动50多场次。

双清区还结合廉洁文化建设，
加大反腐倡廉力度， 促进党风政风
持续好转。2013年以来， 查处“四
风”问题、“雁过拔毛式”腐败、“两个
责任” 落实不力等方面案件近30
件，办案数量和质量连续3年居邵阳
市城区第一。 区纪委被评为邵阳市
学习型党组织和市级文明单位。

�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何文华 张孟麟 ）“我
们书屋的图书更新了一半， 原来的
木架也换成了崭新的铁皮架。”11月
27日，安仁县金紫仙镇豪山农家书屋
管理员段达德介绍，最近县财政为书
屋投入3万元添置了200册农村实用
技术书籍、80册适合农村的法律书
籍，和近千册最新的文艺书籍。

今年初，安仁县制定下发了《关
于乡镇、 村文化专项资金规范使用
的办法》，在保障每个农家书屋投入

不少于5000元的基础上，在全县开
展农家书屋等级评定活动， 书屋等
级与农家书屋“三挂钩”：与拨款额
度挂钩，与管理员薪酬待遇挂钩，与
培训挂钩。截至目前，安仁县共投入
100万元，先后为龙海、龙市、牌楼、
洋际等13个乡镇及162个村的农家
书屋配备了87万元的书籍、 书柜及
其他设施设备，覆盖率100%，发放
86个优秀的农家书屋管理员奖励金
共10万元，支付3万元对100名农家
书屋管理员进行了培训。

200多家用人单位
湖大招揽英才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员 李妍蓉）11月26日， 湖南大学
举行2017届毕业生大型供需洽谈会，
全国各地的218家用人单位来校纳贤
选才，提供就业岗位8458个。

记者在现场看到，电气工程类、机
械类、土木类、工商管理类、金融类和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等专业， 用人需
求较大，此外，教育培训类招聘展台也
比较多。据湖南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校2017届共有毕业生9363人，其中
本科毕业生5221人， 毕业研究生4142
人。自今年9月20日至11月25日，该校
已举行中型招聘会27场， 专场招聘会
1020场， 接待用人单位1700余家，共
提供就业岗位45000余个。 与去年同
期相比，来校招聘的单位数、招聘会场
次以及提供的招聘岗位数均有明显增
加；信息传输、软件、制造业、建筑业、
金融业、教育、电力、房地产等行业的
单位来校招聘数量多、需求量大、专业
覆盖面也更广；特别是互联网+类等新
兴产业的企业进校招聘的时间更早、
更集中， 对应届毕业生的需求量较之
往年大幅增加。

当天， 湖南大学在招聘会现场设
置了“简历门诊”服务台，为毕业生提
供就业帮助指导。 据悉， 湖南大学
2016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96.26%。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胡向科）12月1日是世
界艾滋病日。11月27日上午， 全省高
校艾滋病知识抢答赛暨湖南省艾滋
病防治宣传月， 在湖南师范大学启
动。据了解，2016年1-10月，我省新
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
人4974例 （其中艾滋病病人 1627
例），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4.6%。

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张健透露，我
省自1992年报告首例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以来，截至2016年10月底，全省
报告现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
艾滋病病人24313例（其中艾滋病病
人11116例），报告死亡的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9454例。

据悉，我省艾滋病疫情具有以下
几个特点：全省呈低流行态势，但流

行范围广，地区差异大；经性传播仍
是我省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2016
年1-10月经性传播比例为94.2%，其
中异性传播占 76% ， 同性传播占
18.2%；50岁以上中老年人感染人数
持续上升，2016年1-10月报告数较
去年同期上升25.6%； 高危人群流动
性大且隐蔽，干预工作难度大。

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1-10月
报告人群为学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和艾滋病病人179例， 与去年同期
相比上升16.2%。179例学生病例中
男性173例，女性6例。按感染途径分，
男男同性性行为感染占64.8%， 异性
性接触传播占26.8%； 其他和不详占
8.4%。

�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申福春 陈凯军）11月
26日，“乐享湿地·嘉年华”长沙站活
动在位于长沙县的松雅湖国家湿地
公园举行，中国绿化基金会、省林业
厅等主办方希望，以跑步、音乐节等
时尚活动推动绿色公益， 助力保护
“地球之肾”———湿地。

“乐享湿地·嘉年华”长沙站活
动主要包括“乐享湿地·湿地跑、音
乐节、 林食街、 生态摄影展”4大板
块，现场热闹非凡。此外，还举行了
亲子活动、活力健身操互动，以及爱
心企业捐赠、屋顶绿化捐赠等仪式，
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志
愿者宣读了湿地保护倡议书。

据悉，“乐享湿地·嘉年华”长沙
站活动是中国绿化基金会在继北京
站、上海站、南京站之后，举行的全
国第4站“嘉年华”活动。中国绿化基
金会副秘书长杨旭东表示， 长沙站
活动集运动、音乐、摄影、林食为一
体，让参与者从触觉、视觉、听觉、味
觉等全方位感受湿地、享受湿地，将
极大地提高其保护湿地的热情。

省林业厅总工程师吴剑波透
露， 湖南是全国湿地资源最为丰富
的省份之一，湿地类型丰富多样，到
2015年底全省已建立60处国家湿
地公园，全省湿地保护面积逾1109
万亩，湿地保护率达72.5%，远远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校长公开信问计家长
事出娄底四中，这位校长希望家长的信息反馈，能为湖南
教育改革提供全新参考

双清区廉洁文化建设
有声有色

安仁县投入100万元
更新农家书屋

我省艾滋病疫情
呈低流行态势
今年前10个月报告4974例，增长14.6%

时尚活动推动绿色公益
助力保护“地球之肾”
“乐享湿地·嘉年华”长沙站活动松雅湖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