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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邓世謇 周志新

3月29日，有“三绝诗书画、半部文学史”
之称的“中国常德诗墙”， 迎来了一支由幼
儿、小学生及其家长、老师组成的300余人的
研学旅游团。他们身着唐装，举着旗帜，一路
朗读、吟诵，引得游客和当地市民频频关注。
这是长沙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在举办常德
刘禹锡主题研学旅游系列活动。

在古代，“游学”是一种较流行的学习成
长方式，孔子、孟子都有周游列国、传播学说
的经历。游历学习，给人带来了人生阅历、知
识积累和创作灵感。近年来，诺贝尔摇篮教
育集团传承这种学习方式，组织开展以“长
学识、长见识、长胆识”为目的的研学旅游活

动，并将其积累的经验编成了《神奇的研学
旅游》一书。据了解，这是我国首部研学旅游
专著。

去年12月，教育部等11部门颁发了《关
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这与诺
贝尔摇篮教育集团实施的研学旅游相契合，
让学校感受到研学旅游的春天来了。 于是，
该校制定以“湘楚文化”为主题的研学旅游
计划，组织开展首届刘禹锡大型研学旅游活
动。还专门编撰了《诗情到碧霄———常德刘
禹锡主题研学旅游系列活动手册》， 送给参
加这次诗学联谊活动的常德一中的师生。

刘禹锡是唐代大诗人，在被贬谪到朗州
（今常德）任司马的10年间，写下了200余篇
优秀诗文，流传至今。

当天下午，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研学旅

游团在常德武陵阁表演了诗词吟诵和师生
比赛。团里年龄不等的孩子们都能熟练吟诵
多首刘禹锡诗词。在100多人围观下，他们还
与老师比赛诗词背诵， 表现得大方自信。那
些随同的家长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幸福，围观
的市民也被折服。

实施诗词经典教学，是诺贝尔摇篮教育
集团的办学特色。 该集团董事长谢庆认为，
不能错过孩子记忆的黄金期， 必须在幼儿
教学中实施不求甚解的诗词海量阅读教
学。一册一册精美的原创诗集，居然出自小
学四至六年级的孩子，这是“不求甚解”的
教学成果。

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敢为人先的开创
精神、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办学宗旨，为广
大少儿展现了一片奇妙的新天地。

诗词滋润“花蕾”壮
———常德刘禹锡主题研学旅游侧记

�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通讯员 邓崛峰
记者 左丹）今天，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
厅主办的湖南省第六届高校辅导员职业能
力大赛(本科组)决赛在长沙理工大学举行，
参加决赛的我省8所本科院校的24名辅导
员逐一上台， 在即兴演讲中表达对辅导员
职业的理解。 长沙理工大学辅导员唐青与
中南大学连选、 吉首大学高静波3位辅导员

通过笔试（基础理论知识及博文写作）、主题
班会展示、即兴演讲、案例分析、谈心谈话等
5个环节，最终获得本次决赛的特等奖。中南
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吉首大学分获团体冠
亚季军。

本届全省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是参
赛队伍最齐、参赛人员最多的一届，共有36所
本科院校的108位辅导员参加了复赛。

2017中医中药湖南行启动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郭子玉） 今日下午，2017中医中药湖南行暨
湖湘中医大讲堂大型公益活动在长沙启动，
该活动将组织省内知名中医专家走进各市
州，开展中医科普养生知识巡讲和医疗义诊
等活动。

湖南作为全国中医药大省，湖湘中医药
文化源远流长。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邵湘宁
介绍，本次活动将组织湖南中医药大学副校
长何清明教授、 湖南中医药大学熊继柏教
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定文教
授、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萧长江教
授等28名省内知名中医专家， 前往怀化、常
德、益阳、娄底、湘潭等地，开展中医科普养
生知识巡讲、中医药保健手册进万家、医疗
义诊进社区等活动，湖南颐而康颈肩腰腿痛
医院还将组织志愿者，为大众提供中医免费
推拿按摩，开展好医帮好人活动，让中医药
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

诗人书画家“雅集”衡阳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陈薇）3月

29日上午，微风细雨中，来自湖南、广东、广
西、北京等地的文人雅士聚集衡阳，举行“春
天奔涌而至·石鼓书院雅集”活动。

几十位中国作协、中国书协、中国美协、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及中国诗歌学会、中华
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云集衡阳石鼓
书院，是这座书院的盛事。书画名家们围绕
石鼓书院主题举行了笔会，热爱诗歌的人们
就“春天奔涌而至”同题诗歌，朗诵了7首现
代新诗，吟诵了7首旧体诗词。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
记者从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获悉， 由湖
南、湖北、江西三省联合启动的“书香湘鄂
赣” 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之“寻找最美读书
人”评选结果自3月31日起进入公示阶段。

该活动举办以来， 我省通过市州推荐、
网络自荐等渠道发动征集，共征集到“最美

读书人”候选人76名，经过初评、终评、投票，
综合评分（专家评审占60%， 网络投票占
40%），截至2017年3月15日，产生了10名“最
美读书人”（杨德才、汤彩霞、丁红波、谢圣国、
邹秀玲、胡念、魏启用、梁盈琴、易春花、黄摩崖）
和5名“最美读书人”提名奖人选（吴小芳、
邓何斯悠、傅宏星、白赛宇、张明亮）。

全省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落幕
3名辅导员获特等奖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瑾容 周蓉荣）今天，由湖南省人民医院倡
议和发起的湖南综合医院儿科联盟成立大会
在长沙举行。会议通过《湖南综合医院儿科联
盟章程》，首批70多家省、市、县级综合医院
加入联盟。

目前，我省仅两家儿童专科医院，绝大部
分儿童诊疗量由综合医院完成。 但儿科在综
合性医院中处于弱势地位， 儿科专科医师的
流失较严重，儿科服务能力不足，尤其是县级
和县以下基层医疗机构更为突出。 而随着全
面两孩政策实施， 儿科医疗服务供需矛盾也

日益突出。
“国家鼓励组建儿童专科医疗联合体，通过

对口支援、医师多点执业等方式，提高基层儿科
服务能力。”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龙开超说。

省人民医院院长祝益民介绍， 将依托大
型综合医院的优势资源和技术力量， 通过开
展县级以上综合医院儿科主任互访计划、儿
科骨干医师集中短期培训、 儿科主任护士长
培训班、 儿童哮喘等慢性疾病长期家庭管理
师资培训班等学术活动， 提高基层儿科医务
人员的水平，把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留
在基层。

湖南成立综合医院儿科联盟
首批70多家医院加入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王曲波 梁增辉）今天上午，省食药监局在望
城区黑麋峰集中销毁60余吨不合格食品药
品。这些不合格食品药品，主要为来源不明冷
冻肉品、抽检不合格食品、部分过期失效药品
等。 这些产品存在产品质量不合格和假冒伪
劣等问题，危害消费者的健康安全。

据省食药监局负责人介绍，2016年以
来，全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重拳治乱，严
厉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活动， 取得了明显

成效。 全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立案查处食品
药品违法案件13666件，案值超4亿元，捣毁
制假售假窝点118个， 其中查办重大食品药
品案件146件。 省食药监局呼吁各食品药品
生产经营企业及使用单位自觉规范行为、守
法经营，切实担负起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第一
责任人”的责任；也呼吁社会各界、广大群众
增强自我维权意识， 发现违法线索及时向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举报， 踊跃拨打投诉举报电
话12331。

集中销毁60余吨不合格食品药品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贺佳玉 王曲波）今天，在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省食药监局局长刘湘凌透露，今年上
半年，将在全省部署“食品安全护苗行动”，重
点解决广大青少年特别是中小学生的食品安
全问题，6个100%的目标确保校园食品安全。

据了解，此次“食品安全护苗行动”的整
治范围不只限于校园里面， 而是扩展到校门
外道路两侧100米。在整治对象上，包括学校
食堂及校园周边所有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小餐饮、食品摊贩和食品销售店，还包括了向

中小学校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学校饮
用水。“食品安全护苗行动” 将实现6个100%
的目标： 一是校园及周边食品生产经营持证
率100%；二是违法食品摊贩取缔率100%；三
是食品安全违法案件立案查处率100%；四是
食品生产经营索证索票、 台账建立率100%；
五是校园学生饮用水合格率100%；六是校园
食品安全信息公示率100%。通过这次集中行
动， 坚决取缔校园及其周边的违法食品生产
经营者， 严查危害中小学生身体健康的食品
安全案件，曝光忽视食品安全管理的学校。

确保校园食品安全

我省部署“食品安全护苗行动”

“寻找最美读书人”评选结果公示

� � � � 3月29日下午，长沙理工大学，大学生在展位前应聘。当天，
长沙市开福区联合长沙理工大学举行“走进高校”首场招聘会，
30余家辖区内企业、事业单位现场揽才。

湖南日报记者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走进高校
揽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