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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茜

“感谢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怀，让我感受
到了寒冬中的温暖！”近日，长沙市周南实验
中学教师刘辉收到了长沙市教育工会一份
沉甸甸的“心意”，让他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去年以来，刘辉家庭突遭变故，母亲脑
中风、岳母车祸去世、岳父右眼失明、父亲
又被查出肝癌， 一个又一个噩耗让他痛苦
不堪。 长沙市教育工会获知情况后， 第一
时间对其进行一对一帮扶，送上帮扶资金。
除此之外，还帮助对接运用民政、人社等部
门政策，整合有效资源给予精准帮扶。

这是长沙市教育部门加快完善教师职
业幸福保障体系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长沙
市教育局提出实施教师幸福工程， 为教师
办“十件实事”。 实现“困难教职工动态清
零”、 支持建立“职工之家”、推进解决教
师“用房难”、建立农村教师“坚守奖励”机
制等，让教师有归宿感、幸福感。

师资质量稳提升
“我们家门口的学校，师资质量正在稳

步提升”———这是长沙很多家长的共同感
受。

硕士、 博士等高层次人才纷纷加入教
师队伍。2012年， 李显鸿受长沙市实验中
学邀请，成为该校一名教师，也成为了长沙
第一位拥有博士学历的老师。由此，这所中

学在职教师学历也刷出了“新高度”。
据悉，2018年上半年， 长沙市普通中学

教师总人数28184人， 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为3409人。

年纪轻、学历高，是目前长沙市中小学教
师群体的一个显著特点。 如何让刚出校门的
“菜鸟”迅速站稳讲台？

长沙将青年教师规范化培训作为一项开
创性的教师教育新制度， 帮助很多新老师更
快、更好地“起步”。同时，长沙市教育局还组
织了一系列岗位练兵活动，两年一次的“星城
杯”教师教学竞赛、一年一次的教师基本功比
武或教学设计竞赛等，在不断备课、磨课、赛
课的过程中， 大批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很快
提升。

为教师排忧解难
去年12月11日，长沙市实验小学的单身教

师黄素拿到了期盼已久的“幸福公寓”钥匙。
这套公寓的月租金仅30元，拥有独立阳

台与卫生间的公寓里，空调、热水器、入户光
纤、床、衣柜等一应俱全，老师们可“拎包入
住”。黄素说，过去自己和室友5人合租一个
套间，每月800元的房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现在幸福感大大提升了！”
为解决长沙教师“用房难”问题，长沙筹

资600万元， 将一些学校闲置的学生宿舍改
建成青年教师幸福公寓， 全市共改建187套
住房，供青年单身教师入住。

此外，长沙市教育工会在全国率先成立
了困难教职工帮扶中心，并首创了《长沙市困
难教职工分级认定办法》。5年来， 筹措帮扶
经费1000多万元，直接帮扶困难教职工2300
多名。目前，系统内认定的困难教职工已经实
现了全部脱困。

让乡村教师安心
10年前，80后长沙姑娘杨洢， 来到望城

区白箬铺镇光明小学担任美术老师，每天驱
车80公里来给孩子们上课， 在这所农村学
校，她受到了特别的关爱。

“长沙乡村教师有津补贴；学校怕我们吃不
好，专门开设了‘小食堂’……”在光明小学从教
10年，杨洢收获满满的感动，从未想过离开。

在她的带动下，光明小学成了一所“彩色
学校”———水泥护坡上，一块块六方砖被涂成
彩色，20多个废旧轮胎也被孩子们涂上颜
料 ； 台 阶 被 刷 成 彩 色 的 钢 琴 键 ……
2017年，杨洢获评第四届“感动星城·十大魅
力教师”。据悉，2011年长沙率先在全国开展

“感动星城·魅力教师”评选、表彰活动，每两
年一届。 评选出10名魅力教师进行表彰，给
予每人两万元的现金奖励，提名奖每人则有
五千元现金奖励。

“教师是教育的根本，要想办人民满意的
教育，就要让老师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满意。幸
福的教师，才能教出幸福的学生”，长沙市教
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卢鸿鸣说。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龚颖）今天，第二届湖南省大学生社
团就业创业能力挑战赛落幕。湖南劳动人事
职业学院网络营销协会问鼎挑战赛冠军，亚
军和季军分别由长沙师范学院武术协会和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市场营销协会夺得。

此次大赛由省人社厅、 省委网信办、省
教育厅、团省委主办，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人才就业社保信息报社承办， 集结全省近9
成高校的2000多个社团30余万大学生参赛，
精选全省优秀企业家、知名企业人力资源总
监及就业创业达人等在内的50名职业导师
参与指导。

大赛期间， 组委会共收到31000余份大
学生就业简历，各参赛社团的创业“金点子”
频出。 就业创业项目从基础的衣食住行、营
养保健，再到3D打印、互联网商业等高精科

技，如智能VR诊疗、智能巡检机器人、云农
庄、云菜园、虚拟鼠标、共享房屋等创意，都让
人耳目一新。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湖南省大学
生社团就业创业能力挑战赛旨在办成学生
喜爱、 社会关注、 成效突出的一项就业创业
“超级拉练赛”。经过两年发展，挑战赛已经从
叫得响的湖南品牌，发展成为用得好的金牌
赛事，探索了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引领的新
途径；开创了大学生就业创业拉练的新模式；
搭建了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的新平台，为精
准就业服务在校大学生、培育创新创业储备
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大赛现场启动了“就业吧2019掌
上高校毕业生服务月”活动，将推选200家知
名企业，提供一千多个优质岗位，精准帮扶大
学生实现就业。

30余万大学生参加“就业创业拉练”
全省第二届大学生社团就业创业能力挑战赛落幕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杨莎莎 成博湘）今天，湖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2016级学生廖宇钊， 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患者送去爱心，带来重生机会。

在湘雅三医院血液科， 记者见到了正在
进行血液干细胞采集的廖宇钊， 细长的血液
输送管连接着他的手臂与血液分离机， 由血
液分离机采集、 分离出来的造血干细胞呈深
褐色。 完成这次造血干细胞的采集（200cc）
需持续约5小时，采集完成后，造血干细胞将
由配型成功受捐者所在医院的医生带走，去
完成接下来的“生命接力”。

“是您的大爱之举，让我妻子有了一次重
生的机会……我会教育我的子女向您学习，
回报社会。”读着这封受捐者丈夫写来的感谢
信，廖宇钊有些腼腆。“HLA类型相合的供者
概率极低， 能够有这个机会帮助到白血病患
者，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的缘分，也让我的人

生更加有意义了。”面对记者的采访，这位95
后大三学生反复说着“这是我应该做的”。

据廖宇钊的辅导员李可丁老师介绍，廖宇
钊是该校汽车工程学院汽车电子技术专业学
生，大一刚进校时应征入伍两年，退伍后返校
继续学业，目前是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已在学
校合作企业铁建重工实习。2017年11月27日，
廖宇钊走进了停在校园内的献血车，献血时自
愿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经检
索，他的HLA分型资料与一位求助的白血病患
者储配相合。在与家人充分沟通并安抚好家人
情绪后，他毫不犹豫地同意履行捐献意愿。

血液干细胞采集过程中， 湖南工业职院
的老师们、 铁建重工的领导与同事纷纷前来
看望。据了解，工业职院多次受到长沙市血液
中心嘉奖， 连续多年获高等院校无偿献血先
进单位奖， 近3年义务献血师生人数达3000
多人次。

湖南工业职院学子为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办温暖教育 做幸福教师
———长沙市加快实施教师幸福工程略记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 （记者 邹晨莹）5
月16日，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口袋书”《读有所
得》迎来出版百期。该书是面向广大党员和干
部群众的人文社科类系列通俗学习读物，由
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

在第100期出版之际，我省出版界、文艺界、
理论界专家学者和读者代表相聚一堂， 共同回
顾图书出版的难忘历程， 交流图书阅读的心得
感悟，研讨图书守正创新的思路举措。与会者一

致认为，《读有所得》开本小容量大、文章短回味
长、朴素但不贫乏、简单又不失风格，采撷经典
菁华，集聚大家智慧，是精耕细作的文化精品。

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表示，《读有所得》
编辑部要以百期出版为契机，不忘出版初心，
牢记出版使命，在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
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上下更
大功夫，为建设“书香湖南”担负起更大责任，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阅读生活的向往。

《读有所得》迎来出版百期

电影《小山河》在株洲开机
系全国首部“美食+田园”院线电影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戴鹏）5月
18日，由株洲籍著名导演彭臣编剧并指导、
著名艺术家吴彦姝、 张铁林等参演的全国
首部“美食+田园”院线电影《小山河》在株

洲市天元区响水村开机拍摄。该片预计明年5
月在全国影院上映。

《小山河》以漂泊在外的湖南株洲姑娘青
禾，目睹“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巨大变化后

回乡创业为故事线索，以“美食＋乡愁”为故
事主轴，渐次展开一粥一饭背后的亲情故事。
影片将采用全实景、分季节拍摄，力保影片的
观感。最大的看点是湖南美食、田园风情与主
人公的内心成长完美结合。

该片主要取景场地位于株洲市天元区三
门镇响水村。 该村近年来先后荣获湖南省美
丽乡村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等多项荣誉。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通讯员 王曲波
记者 李传新） 为普及安全用药用妆知识，
增强广大公众对药品化妆品安全的理性认
识， 由湖南省药品监管局举办的化妆品安
全科普宣传周今天在长沙启动， 本次宣传
周活动主题是“安全用妆，点靓生活”。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化妆品越来越

受到老百姓的关注。 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
化妆品，如何选购适合自己的化妆品呢？网购
化妆品要注意什么？ 在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
周活动现场，通过设立展台、免费赠阅科普书
籍、假劣药品化妆品鉴别展示、药品化妆品不
良反应监测释疑、用药用妆安全科普讲座、义
诊等多种形式， 向市民宣传和普及安全用药

用妆知识并发放各类科普资料。
省药品监管局负责人表示， 全省各级

监管部门要加强化妆品日常监管， 正确引
导公众理性消费， 严厉打击化妆品各类违
法犯罪行为，有效地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严
防严管严控安全风险。 通过药品检验公众
开放日、 药品化妆品进社区青年志愿者活
动、“科学用药 科普扶贫” 等系列宣传活
动，不断提升公众对药品、化妆品安全的科
学认知， 努力在全省营造一个良好的用药
用妆安全环境。

“安全用妆，点靓生活”
我省举行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