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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韩樱）近日，由省动漫游戏协会主办
的“智汇潇湘 共享未来”草花杯数字文化
创意创新创业大赛颁奖典礼在长沙举行。
山东大学的作品《See� The� Sound》、湖南
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的作品《Polar�
bear� tears》、 长沙师范学院的作品《咦？
哇！哈！》分别获得游戏软件类、视频类、平
面类一等奖。

本届大赛以“智汇潇湘 共享未来”为
主题， 旨在进一步激发数字文化创意产业

活力， 打造数字文化创意领域具有成长性
的人才和项目， 聚合并引领金融资本支持
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大赛自2018年12
月启动以来，共收到包括布鲁内尔大学、清
华大学、 广东海洋大学等60余所国内外高
校及机构的1000余件作品。

据悉，本届大赛奖金总额达30余万元，
共设置游戏软件类、视频类、平面类三大类
别。经过线上投票、决赛路演、专家评审，3
个类别分别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
三等奖5名、优秀奖若干名。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刘龄予 周花燕）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
卫生健康委获悉， 湖南省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领导小组近日下发《关于印发湖南
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
作任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
44项医改近期重点工作任务。

我省将继续推动体制机制改革， 缓解
群众看病贵问题。《通知》明确，完善药品和
耗材集中采购、配送和结算管理办法，探索
药品带量采购、量价挂钩、以量换价，明显
降低药品价格； 开展医保目录内抗癌药集
中采购， 对医保目录外的独家抗癌药推进
医保准入谈判； 推进仿制药供应保障和使
用政策落地， 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采购、配
备、使用通过一致性评价仿制药，促进仿制
药替代使用；将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用药纳
入医保报销；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农村贫困人
口大病集中救治病种扩大到29个，健全贫困

人口医疗兜底保障制度。
值得关注的是，我省将优化医疗资源配

置，缓解群众看病难问题。《通知》明确，围绕
区域重点疾病，以学科建设为抓手，建立若
干高水平的区域医疗中心和专科联盟，促进
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提升县级医院综合
能力，推进二甲公立医院全覆盖，支持贫困
县县级医院开展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推动三
级医院主动调整门诊病种结构，探索将条件
成熟的日间手术纳入按病种付费管理，缩短
平均住院日和手术等待时间；推动落实签约
服务筹资与激励政策，上级医院要给家庭医
生留一定数量的专家号、预约号，调动家庭
医生提供签约服务的积极性。

《通知》指出，要深入实施进一步改善
医疗服务行动计划，推出便民惠民服务，优
化诊疗流程，60%的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提供分时段预约诊疗、智能导医分诊、候诊
提醒、检验检查结果查询等线上服务。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聚焦湖南医改

湖南公布医改近期重点工作任务

�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
员 贺秋菊） 昨天，“作家看常德七十年巨变”
大型文学采风活动在常德市柳叶湖畔启动。

本次采风活动由省作协和常德市委、市

政府联合举办。 省作协主席王跃文在启动仪
式上说，“作家看常德七十年巨变” 文学采风
活动，是近年来开展的“中国梦·文学梦·湖南
故事”系列活动之一，是省作协为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开展的系列重要文学活
动之一，也是践行“四力”教育的具体行动。

据了解，此次采风活动将组织“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这次文学采风
活动特别邀请了省内外50余名作家。作家们将
深入到常德多个县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第一线，
开展为期5天的文学采风创作活动。

“作家看常德七十年巨变”文学采风活动启动

首届“智汇潇湘 共享未来”
草花杯数字文创大赛结果出炉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王德和 唐俊 洪志）
今天，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的特殊日子，
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小学600多名师生在庄严的
升旗仪式上，迎着朝阳齐声朗读《湖南日报》刊
载的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风雨无阻向着梦想出

发》，拉开了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小学、附属创
远小学、附属春建小学、附属天健小学“童心
向党 梦想起航”1000人读党报活动的序幕。

这次由交通银行和碧桂园协办的首届
“邮政杯”《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进长师附小

活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600多名师生齐声朗
读，声音激越清朗、充满自豪；12个班的班级朗
读此起彼伏，抑扬顿挫；个人诵读各展风采，自
信满怀。

四年级2班的郭陈锦蓉感受更多的是“有趣、
有味”。她平时常常跟着外公一起读《湖南日报》，
最喜欢看前辈的历史故事。“通过读一段《湖南日
报》文章，录一段视频发给叔叔阿姨来点赞，可以
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为我点赞，我最高兴了！”

“童心向党 梦想起航”
长师附小开展千人读党报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微档案】
廖志华， 女，1973年11月出生。1993年岳

阳师范学校毕业，扎根农村26年，先后任教于
岳阳市君山区良心堡中心小学和钱粮湖实验
小学。多次获区委区政府嘉奖，被评为“优秀
指导教师”“师德标兵”。

【故事】
从小生长在洞庭湖畔钱粮湖农场的廖志

华是个体育生，能像麋鹿一样奔跑，也多次有
机会像冬来的候鸟一样展翅高飞， 可她在良
心堡中心小学教了4年语文后，又在钱粮湖实
验小学当了22年数学老师，至今都没挪过窝。
岳阳市君山区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李志文说：
她是农场的女儿， 要回报钱粮湖。 与她同事
20年的钱粮湖实验小学校长唐蓉说：她是真
的爱学生，爱教书。

今年46岁的她被结肠炎折磨了20年，她

每天带着“神仙水”（中药）来上班。奇怪的是，
一进教室，这条在家里被精心喂养的“金鱼”
就好像被施了魔法，神采飞扬，能量充足，像
太阳一样吸引着44个孩子的目光。她是个数
学老师，但她能叫出每个孩子的名字，因为每
次接班前，她都要做一次家访，了解每个孩子
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以便因材施教。要孩
子回答问题时，她会按座位“S”形点名，让每
个孩子都有机会，即使答不出来，也能感受到
她温柔注视里的尊重和鼓励。

每年， 学校都把成绩最差的班交给廖志
华，班主任也争着和她搭档。数学组的组长朱
英老师亲眼见过廖志华带着切开的土豆进教
室讲长方体，让孩子们去摸长方体的面、棱和
顶点；还把学生带到操场上讲方位和测量。

“要让孩子喜欢上数学，先要让孩子喜欢
上老师。”每个孩子一点点情绪低落，甚至女
生“初潮”的紧张不安都会落入她的眼里，得
到她妈妈般的关心。有一点进步，廖志华会自
己掏钱买学习用品及时奖励。 一个叫谭飞龙

的男生和外婆相依为命，拿不出钱订购校服，廖
志华偷偷地替他买了。 廖志华甚至不像个数学
老师，会在数学课上进行“德育渗透”，每周还设
10分钟的“育人”时间。平时讲题时，也最爱“借
题发挥”，一道计算感冒药片的题，她会告诉孩
子要感恩父母，关心父母，算水电费的题教孩子
勤俭节约……

时代在变，孩子在变，教学方法也要变。廖
志华认为， 教师要重新定位为学生学习的组织
者和引导者，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她发明
的尝试教学法有自学提示，有小组合作，让学生
当小老师，布置随堂练习，先练后讲。孩子们学
习兴趣和效率眼看着就提高了，成绩快速进步。
虽然教了20余年数学，廖志华还在争着去区里
赛课，主动上公开课，以便和同行交流更好的教
学方法。

“没听她说过呀！”在钱粮湖镇当了三年副
镇长的吴丽华惊讶，廖志华资助6万元让华容县
一中的岳敏在父亲车祸去世后顺利读完了大
学，现在姑娘参加工作两年了。

“要让孩子喜欢上老师”
———记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实验小学教师廖志华

� � � � 廖志华（右二）
和学生们在一起。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余蓉 ）近
日， 湖南省第五届大学生公益广告大赛颁
奖典礼暨第六届学生公益广告大赛启动仪
式举行。作为该项赛事的主要组织人员，湖
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视觉艺术学院教
师岳伟，将公益广告大赛与专业教育结合，
蹚出了一条公益教育的新路。

湖南省大学生公益广
告大赛是湖南大众传媒职
业技术学院承办的一项省
级公益大赛，赛事开展5年
以来， 参赛作品由200件
作品增长到1000多件，参
赛学生越来越多， 工作量
也越来越大， 除去正常教
学工作， 岳伟基本上把时
间花在了大赛上。

组织大赛过程中，岳
伟发现可以将公益广告大

赛和专业教育结合得更加紧密。 他在广告
设计与制作专业的课程里面巧妙地加入公
益广告大赛的相关知识和实践练习， 同时
把公益广告作为研究课题，主持了《新媒体
视域下湖南公益广告的推广策略研究》《新
时代融媒体公益广告对促进湖南生态文明
建设的发展研究》等多项省级课题。

岳伟：公益教育 出新路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