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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何云雄） 10月22日， 江永县潇浦镇和
兴村在评议一件大事。 在村民自亮家底的
基础上，第一支书、村“两委”干部、村民代
表、贫困户代表、村民监督委员会成员聚集
在会议室里， 对今年准备脱贫的67户贫困
户进行评议。

“请大家实事求是，对贫困户的收入进行
客观评议，已经达标的要摘帽，没有脱贫的要
上报。”村支书高细增首先发言。顿时，会议室
里议论纷纷。村民高永文说，现在村里有产业
支撑，农闲时打零工，一年也能赚好几千，人
均收入达不到3300元的应该没有了，除非个
别患大病的村民……

和兴村曾是个产业单一、 劳动力缺乏的
贫困村。2014年，全村11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人均纯收入不到2000元。在驻村干部的帮扶
下，村里发展烤烟、葡萄、水蜜桃等产业，村民
的收入大幅增长。

“要对每一项收入都算清、算准，谁脱贫、
谁不脱贫，必须过细、过硬。”贫困户高新国的
提议得到了大家的附和。

“在政府的帮扶下， 我家的收入大幅提
高，已达到脱贫标准。”贫困户高积轩主动亮
“家底”。高积轩前年患胃病做了手术，妻子患
有妇科病， 全家生活来源全靠儿子在外打工
的收入。今年，在政府的帮扶下高积轩种了5
亩烤烟，净赚14000多元。

“村民自亮家底，大家一起评议，结果令人
信服。”村支书高细增介绍，前不久，通过村民
评议，全村低保对象核减到17户26人，村民没
有异议。

当天，江永县62个贫困村同时召开脱贫评
议会，县、乡纪检部门派出督查小组现场督查。
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吴军臣说：“脱贫工作，
不仅要严格督查，还要让群众服气。”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名片
� � � �薛婷婷，1982年1月出生，益阳桃江人，现
任长沙师范学院附属第一幼儿园副园长。从
事幼教工作18年，被聘为“湖南省人民政府督
学”“湖南省学前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与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等，并获“湖南省
教育厅直属机关杰出青年”荣誉称号。

� � � �故事
没有固定的座位，没有固定的课表，孩

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由学习……这
是日本著名作家黑柳彻子在《窗边的小豆
豆》一书中描写的“巴学园”，也是孩子们神
往的学校。

10月18日，记者来到长沙这样一所“巴
学园”幼儿园。这里的教室里不是单调冷冰
冰的课桌椅，而是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锅具烧
烤架、五颜六色的橡皮泥、孩子们自己绘画
的海报、种类繁多的戏台服装……而最明媚
动人的是孩子们沉浸游戏中或欢乐的脸庞、
或专注的神情、或一本正经的动作。

这里是薛婷婷工作的长沙师范学院附
属第一幼儿园。18年前，她从长沙师范学院
毕业后来到这里。18年间，她用心陪伴一届
届学生成长，并不断创新，深入开展区域教
学，将这里打造成了孩子们的“巴学园”。

优雅温婉，亭亭玉立。刚毕业时，薛婷
婷就用爱， 为她的学生们撑起了一片温暖

天空，学生们都甜甜地喊她“薛妈妈”，她也
在自己第一批孩子们毕业时偷偷抹眼泪。
“我喜欢孩子，尤其是看到他们每天都有进
步时特别开心。”正是这种成就感，让薛婷
婷更加热爱自己的这份职业。

工作越干越出色， 薛婷婷出去交流的
机会越来越多。她敏锐地发现，学前教育的
理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让孩子们在游
戏中学习、在环境中成长，区域教学是一个
新趋势。“比如最常见的扮家家， 孩子们的
模仿能力、动手能力、交际能力等都能得到
很好的学习，而说教、书本很难达到这么好
的效果。”薛婷婷尝试着开辟更多的区域教
学领域，烧烤角、图书馆、戏台、餐厅等模拟
区域相继建起来，孩子们玩得越来越欢。

在这里，孩子们甚至可以自己来计划、
安排一天的幼儿园生活。“老师会让孩子自
己去选择做什么游戏， 即使他一直在玩同
一种游戏， 老师也会不断添加新的东西进
去， 而不是要求他一定要换个游戏玩。”在
薛婷婷看来，这就是高瞻课程的教育理念。

从2011年开始，薛婷婷与园内教师团
队开展了持续的园本化游戏课程探索，并
创造性地提出了“环境即课程”“儿童即课
程”“教师即课程”“强化与凸显游戏的本体
性价值” 的课程理念，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长师一幼高瞻园本化课程体系”。 不少家
长感叹：“每次参加家长开放日， 都能感受
到学校新的变化。 这里每一面墙壁都会说
话，每一项活动都给学生以启迪。学中玩、
玩中学，这才是真正在快乐中成长。”

这样的课程改革在全省幼教界掀起了
区域教学研究的热潮，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幼教同行来园参观交流。 无论是全国性
的工作交流会， 还是面向乡村幼儿园教师
的送教下乡活动， 薛婷婷都毫不保留地与
同行分享经验。“乡村幼儿园的教学小学化
相对严重， 我每次下去后都鼓励老师们亲
自动手， 其实给孩子们一把泥土、 几片树
叶他们就能玩过家家，区域活动重在用心，
都能做好。”

诗人臧克家说：“一个和孩子常年在一
起的人，她的心灵永远活泼像清泉；一个用
心温暖别人的人， 她自己的心也必然感到
温暖。”这也是薛婷婷最爱的诗句，她愿用
心陪伴更多孩子快乐成长。

通讯员 王靖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一条走廊的西头， 约2米宽、9米长的
过道里，正中央纵列摆放着4条长桌，构成
了一个简易办公室。

这里就是衡阳市珠晖区商业城党支
部办公场地，因场地简陋被人称为“走廊
党支部”。近日，记者来到这里一探究竟。

“我们在这里‘蜗居’5年多了。”商业城
党支部负责人陈和平介绍，党支部原来的
办公室在2009年因商场改造被拆除，由于
商业城是一家民营房产公司建设的，所有
门面和办公室全部出售，使得党支部出现
无办公室的窘境， 工作一度受到影响。
2011年，几经周折，党支部借用商业城四
楼走廊，建了一个独特的“走廊办公室”。

目前， 商业城党支部共有党员25人，
都是个体工商户，带领着商业城1490家商
户。虽然党员人数不多，办公条件也很简
陋，但党支部发挥的作用却不小。

“诚信经营”，是商业城党支部带领商
户们做的一件大事。商业城曾被称为“假
货集散地”， 严重影响商场声誉和生存。要
发展，就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假货问题。

2015年，商业城党支部与珠晖区个私

协会联手开展“商业城零假货”行动。“每户
商户按经营面积缴纳相应保证金，如果发
现有销售假货的行为，除没收假货外，还要
扣除保证金。反之，商户全年诚信经营，则
保证金全额返还。”陈和平介绍。

两年下来，假货投诉很少了，商业城的
品牌形象也得到重树。

“这个党支部还是‘社会稳定器’。”珠
晖区非公党委负责人介绍，几年来，商业城
党支部在调解消费纠纷、经营纠纷、物管纠
纷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013年8月， 商业城物管价格大幅提
升，引发商户歇市、上访。商业城党支部组
织党员，深入商户一家一家做工作，并与物
业公司多次协商，最终促使达成了双方都
能接受的物管价格，平息了矛盾。

“别看我们党支部的党员都是个体工
商户，但党建学习从来没有放松。”老党员
谢治国说，党支部固定每半个月开一次支
委会，每月开一次全体党员会。

因为工作成绩突出，2014年到2016
年，商业城党支部连续被珠晖区原民营经
济党工委评为先进党支部，还被衡阳市非
公企业党群组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评为
示范单位。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肖井冬 胡亚

桂阳县方元镇秀里村村民邱知知， 照顾
失明公公邱国珍27年，端茶喂饭、洗脚擦身，
其孝行受到周围邻居夸赞。

10月24日，记者来到邱知知家，她正伺
候公公穿衣洗漱。 邱知知把装着温水的小茶
杯送到老人嘴边，喝完水后，她用毛巾替老人
擦干嘴边的水渍。

“公公双眼看不见，杯里水多了怕呛到，

水温高了怕烫着。”邱知知说，每次给老人喂
水都要小心翼翼。

1990年，邱知知嫁给邱金财。此前，公公邱国
珍双目被冬茅草割伤，逐渐失明。丈夫常年在外
打工，照顾老人的重担压在邱知知一个人肩上。

当时，家里非常困难，双眼失明的邱国珍
几乎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邱知知嫁进邱家，
邱国珍才树立生活的信心。

27年来，邱知知起早贪黑、忙里忙外，没
有半句怨言。夏天怕公公长痱子，邱知知每天

给他洗脚擦身子；冬天怕公公着凉，她买来电热
毯垫在床上；怕公公半夜想吃东西，她把水果、
饼干放在床边的柜子上……

1991年，邱国珍身患疾病，在床上一个多
月没下地，邱知知日日夜夜守在床边照顾，直到
公公康复。

“如果不是儿媳照顾，我早就病死了，她比
亲生子女都亲。”说到儿媳这么多年来细致入微
照料自己，邱国珍激动不已。

受母亲影响，邱知知的3个子女也非常有孝
心。邱知知的儿子现在武警部队当兵，每个月都
会往家里寄生活费，经常打电话问候爷爷。两个
女儿放假回家，就拉着爷爷到屋外散步。

江永县：脱贫，先让村民亮家底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肖功勋 刘伟

10月22日，新宁县高桥镇大竹村，村民
唐孝富家的脐橙专用储存库建设完工。“今年
脐橙产量越多越好， 再也不怕脐橙没地方堆
放要便宜处理了， 我可以安心等待卖出好价
钱。”

大竹村是贫困村， 上万亩脐橙是村民赖
以为生的传统产业。

但村子属于喀斯特地貌，蓄水困难，村民
为了灌溉脐橙园，常常要到3公里外挑水。

“碰到大旱年，每年都有脐橙树干死，即
使能结果， 产量也不大； 碰到好年景脐橙丰
产，又往往卖不起价。”提起过去，唐孝富摇头

叹气。
2015年， 省煤炭管理局派出扶贫工作

队，对口该村扶贫攻坚。
工作队进村入户摸底， 全村187户、837

人，贫困户有50户、180人。
“工作队和村民合计，还得扶持有基础的

脐橙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突破口。”扶贫工作队
队长朱伟介绍， 大伙逐一梳理脐橙产业发展
不顺的原因，决定各个击破。

驻村两年多来， 工作队与村支两委成员
到周边产业发展较好的村寨学习取经， 邀请
省农科院专家到村讲授有机、绿色种植技术，
联合种植大户成立脐橙种植专业合作社，提
高脐橙产量、 打响品牌； 累计投入300余万

元，在村里大小山坡上建成了80多个灌溉用节
水窖，解决灌溉难题；修筑机耕道，破解交通瓶
颈。

“现在正想办法资助村民建脐橙储存库。”
朱伟告诉记者，目前，大竹村脐橙产量倍增，解
决好囤货问题，更有底气卖出好价格，保证村民
丰产又丰收。

“今年我家预计摘果5万公斤以上，现在陆
续有客户上门订购，但我不着急，再等等。”唐孝
富脸上洋溢着喜悦，他说，今年大约能有18万元
收入。

与唐孝富一样，靠着脐橙产业，大竹村贫困
人口中目前已有112人成功脱贫， 日子越过越
甜。

大竹村：脐橙熟了，生活甜了
———省煤炭管理局帮扶新宁县大竹村做大脐橙产业小记

薛婷婷：打造孩子的快乐“巴学园”

商场里的“走廊党支部”

好儿媳照顾失明公公27年

10月23日，长沙市开
福区文昌阁社区， 社区志
愿者在张贴弘扬生态文明
社区建设的宣传牌。当天，
该社区开展“弘扬生态文
明 共建绿色家园”志愿服
务活动， 号召辖区居民以
实际行动参与、 支持环境
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陈利霞 摄影报道

共建生态
文明社区

薛婷婷 图/张杨

精准扶贫 在三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