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常德经开区姚湖路
（望江路-窑东路）新建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投资额约 1000 万元，现
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bid-
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
zy.changde.gov.cn）。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4月28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4 月 26 日，凤凰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公安局、住建

局、执法局和沱江镇镇政府，开展了打通“生命通道”专项整

治行动。检查组人员对鸿景名苑小区、居民自建楼的消防

车通道占用、堵塞情况，室内消火栓水源情况和电动车占用

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对检查

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进行现场处理，要求物业加强消防宣传

工作，尽快画好消防车通道线路和警示牌。 （于 皓）

凤凰县：

消防联合专项整治 打通“生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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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自主
选择自己动手
江英学校坐落在

安化县城东、资水南岸，
现有初中生、小学生 2931

人，留守儿童占比75.7%。这
所获评“湖南园林式单位”的学

校校园十分美丽。记者探访该
校时，正值下午放学时间，五年级

学生乐乐和几位同学在手工室里，
忙着做一张面具。“以前，我连被子都

不会叠。”乐乐告诉记者，她上个学期才
从乡下转入江英学校。以前父母不在身边，
放学后就去了网吧，除了游戏，什么都没有
兴趣，成绩一直排在班上倒数几名。进入江
英学校后，她不但学习进步大，动手能力也

强了，对自己充满信心。
“教育的初心，是让每个孩子成为最

好的自己。这就需要通过养成教育，实现
学生的自我管理。”江英学校董事长谢仁和

说，建校之初，他提出了“让独特的每一个生
命自主健康成长”。学校开设舞蹈、器乐等
十几个兴趣班，让学生自主选择最适合自己
的发展路径。在生活上，建立《江英学校关
爱留守儿童工作制度》，每个留守儿童都有
专门的档案和联系卡。学校设立生活馆，全
校学生轮流进入生活馆体验学习。老师在
假日将留守孩子带到家里，教给他们生活基
本技能，让他们学会煮饭、炒菜。学校配了
32名生活老师，他们从一年级开始就引导孩
子自己洗内衣内裤、叠被子衣服、整理储备
箱。

校长龙永和每天清晨都会到学生宿舍
去，他最喜欢看一年级的孩子 2 人一组，一
人扯着被单一头折叠被子，他认为良好的生
活习惯是一个人能否健康成长的基础。

心理辅导促学生健康成长

4月23日，在初中部办公室，老师喻思堂
正在筹备周末“江英家长云课堂”心理讲座资
料。这是疫情防控期间，江英学校实施的一项
新举措，通过“钉钉”APP，以视频会议的形式，
跟家长交流，告诉他们如何积极应对疫情，非
常时期怎么与孩子沟通……目前，“江英家长
云课堂”已扩展到近万名家长。

喻思堂是江英学校“留守孩子心灵驿
站”的牵头人，“驿站”共有4名心理老师，其

中 3 人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在江
英学校，心理辅导不是课外的补充，而是进
入了课堂。“留守儿童因为缺乏关爱，很容易
产生心理问题，而心理健康对学生成长起着
极其关键的作用。”喻思堂说，孩子无论是厌
学、叛逆还是自我否定等，都可以通过心理
辅导解决。

喻思堂介绍，去年中考，一个名叫睿睿
的同学考入省示范高中实验班，而他曾在初
二下学期转入江英学校前，还是个逃课、抽
烟，敢跟老师对着干的“问题少年”。喻思堂
先让睿睿填写了一份心理问卷，根据问卷呈
现的问题，靶向干预。他发现睿睿叛逆其实
是因为父母长年在外，缺乏关爱，期待引起
别人注意。喻思堂要求老师、家长经常给予
睿睿表扬、肯定。渐渐地，睿睿发生了改变，
从一个刺儿头，变得谦逊有礼，对学习充满
了兴趣。

“这其中也包括班主任老师对他无微不
至的关怀。”喻思堂说，在江英学校，心理辅导
不仅针对学生，还包括老师、家长，甚至学校
管理层，多位一体。这就形成了一股无形的

“磁场”，合力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365成长课堂”全方位关爱

只有2个多月时间就要中考了，初三学
生静静准备报考长沙的明德学校。这是她
从初一到江英学校就读后树立的目标。静
静以前随外出打工的父母在上海读书，那时
成绩一般，学习没有方法，不知道如何发力。

回到家乡的江英学校，静静发现这里的

教学很新鲜。老师将他们分成6个小组，先
由学生自学，再分组讨论，总结的疑点、难点
由各组代表走上讲台演示，最后才由老师释
疑解惑。

这是江英学校自主开发的“365成长课
堂”中的一环,该课堂是江英学校自2012年
推行的课堂教学改革。“3研”，即成长课堂的
科研重点是研究课堂流程设计、小组建设与
评价机制、导学案的编制；“6环”，即成长课
堂的6个基本流程：激趣导入、自研自探、合
作交流、展示提升、训练反馈、培优辅潜；“5
度”，即学习目标的准确度、学法指导的明晰
度、合作学习的有效度、展示提升的精彩度、
培优辅潜的效益度。

在静静看来，“365成长课堂”的核心是
学校对学生的全方位关爱。她说，疫情防控
期间，她正为不能返校犯愁，怕耽误学业，3
月初，老师给她送来了书本和学习资料。后
来她才知道，两天时间里，学校 100 多位老
师全体出动，把书本资料送到全校 2931 名
学生手中。

江英学校处处洋溢着温暖、奋进,给学生
从学习到生活、从心理到身体，营造了一个
温馨的成长环境。该校自创办以来，各类抽
考、统考、中考一直保持安化县第一，升入省
示范高中比例年年达75%以上。

李焱华

李桂芳走在石榴坪集市上，大家争着与她打招呼：“桂芳姐，
到哪里去啊”“桂芳姐，买菜啊”……

李桂芳是泸溪县石榴坪乡计生站工作人员。她扎根边远乡村
29年，把群众当亲人，倾心帮扶，深得大家喜欢。她下村入户，男女

老少见了，都亲切叫她“桂芳姐”。她先后11次获得县政府嘉奖、2
次荣立3等功。

“我与桂芳姐非亲非故，可她却帮了我13年。”4月22日，已是长
沙理工大学大二学生的李蓉说，“没有桂芳姐，我不可能上大学。”

2007年春天，石榴坪乡民力村李德如夫妇想外出打工，可谁来照
顾李蓉、李珊两个女儿读书？夫妻俩商量了几天几夜，没有结果，十分
纠结。不打工，家里没有收入；去打工，孩子没人照看。两难之际，听说
李桂芳是个热心人，夫妻俩就想把孩子托付给她。

没想到，李桂芳毫不犹豫答应了。她清楚，李德如人老实，家里穷、
负担重，两女读书，老母多病。如果不帮忙照顾孩子，他们无法出去打
工，孩子也读不好书。

“两个孩子，你怎么照顾得过来？你一家三口，女儿白沙读中学，爱
人达岚教书，你还要回村照顾我，一年四头跑，不累不苦？万一他家孩子
出了什么事，你负得起责任？”李桂芳的母亲听说后，火急火燎跑来劝
阻。一些熟人、朋友也好心劝阻。

大家的担忧与反对，不是没有道理。照顾孩子读书生活，长年累
月，责任与压力太大，何况自己的孩子都常没时间照顾。李桂芳的女儿
叫嘉怡，一个人在白沙读书到高中毕业。李桂芳从来没到学校参加过
家长会，以致女儿的老师都不认识她。

“就当我多两个孩子。”李桂芳笑着说。母亲看她那么坚持，不再
说什么。

为了让李蓉、李珊真正感受到家的温暖，李桂芳把孩子接到乡
政府家里住。还时常带孩子上街买喜欢的东西。到周末，就带着孩
子回白沙的家。进城入村，总有人问：“桂芳姐，这是你女儿？”

李蓉回忆：“我小时容易生病，一次发烧比较严重，桂芳姐帮
我请假，带我到医院打点滴。然后把我带到她家里，晚上睡在她
旁边。那是我第一次跟桂芳姐那么近距离接触，她抱着我睡，
当时感觉就很不一样了，感觉就像是我妈。”

2015年夏天，李蓉以优异成绩考入县一中。进入高中，
学习难度加大。第一次月考，李蓉物理只考了40多分，很

难过。
为了让李蓉重拾信心，李桂芳经常鼓励她，还让她

读大学的女儿给李蓉辅导。李桂芳怕李蓉营养跟不
上，每个周末都让李蓉来家里吃饭，给她补充营养。

李桂芳用母亲般的爱，温暖着李蓉和她的妹妹。
2018年秋天，李蓉考上长沙理工大学本硕

连读，还可去法国留学。可刚脱贫的家庭，无
法负担读书、留学费用。李桂芳知道后说：
“只要你想读，学费我帮你先出。”这令李

蓉十分感动。
李德如说：“桂芳姐一帮 13 年，

她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李蓉说：“非常感谢桂芳姐

这13年来的陪伴与关心。现
在我长大了，我希望自己

以后也能陪伴你。桂
芳姐，我爱你。”

安化江英学校对学生全方位关爱

呵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胡永军 姚喜临 刘艳

4月21日，安化县江英学校全面复课的第二天，收到一份大礼，该校“留守儿童之家”被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评为“全国优秀儿童之家”。

建校10多年来，江英学校探索留守儿童学校教育路径显露成效。学校的一间会议室里，有一块牌匾，是从
江英学校毕业后考上清华大学的王雅芬送来的，上面写着“选择江英 成就你我”。

上图：4月27日，永州市大坪塘镇小长冲
村，树木葱绿，水泥道路通达家家户户。近年，
该村在省广电局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
走上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 刘贵雄 摄

下图：4月28日，果农在采摘枇杷。
近日，衡东县高湖镇新旺村洣江生态果
园的枇杷成熟，果农邀请大学生志愿者
和电商平台直播员走进果园直播带货
卖枇杷。 曹正平 周健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员 秦雪奎） 4月
27日，记者从益阳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了解到，益阳市近年
全力推进资江流域锑污染整治，资江流域益阳段锑浓度值呈
下降趋势，12 个断面锑浓度均值由 2018 年的 0.0050mg/L
下 降 到 2019 年 的 0.0042mg/L， 今 年 一 季 度 月 均 值 为
0.0040mg/L，市级饮用水源达标率为100%。

近年来，益阳市按照《资江流域益阳段锑污染整治三年行
动方案 （2019—2021年）》，持续开展整治。该市加强含锑
废渣处理，建成一座12万立方米的填埋场，原益阳市锑品冶
炼厂历史遗留的 15 万余吨废渣依托该填埋场已安全处置到
位；重点开展涉锑企业整改。安化县渣滓溪矿业有限公司投入
2000余万元，建成一座日处理能力2800吨的废水处理设施。
桃江久通锑业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废水处理系统、危险废物专用
贮存库、废渣堆场等环保设施的升级改造，实现废水达标排
放。华昌锑业、国辉锑业和益阳生力材料科技公司通过治理和
提标改造，达到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的整改要求。金明有
色金属有限公司已全面停产，正在开展生态治理。

此外，生态环境部门通过开展双随机执法，定期或不定
期加强对所有涉锑企业的日常监管工作，对5家在产企业实
行一月一监测，督促企业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
放。加强对资江流域12个断面水质监测，及时掌握锑浓度的
变化情况，针对性开展治理工作。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潘
芳 何少波 周键)4月27日，记者从双牌县农业农村部
门获悉，连日来，双牌种粮大户抢抓晴好天气插秧作业，
全县种植早稻6.44万亩，比去年增加11%。

今年，双牌县大幅提高种粮大户集中育秧补贴、耕地地
力补贴、种子化肥补贴、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稻谷目标价格
补贴、农机补贴等十多项种粮补贴。特别严格落实“谁种粮谁得
补贴，不种粮不得补贴”，大力鼓励和引进大户种植。

该县泷泊镇观文口村45岁村民蒋武，以前在外面办厂，今年，在
粮食生产利好政策的激励下，流转330亩土地种植水稻。同时，该县不
少原种粮大户也纷纷增扩水稻种植面积，今年，该县五里牌镇20户种粮大
户均增加了土地流转面积发展水稻生产，或实现“单改双”。

双牌早稻种植面积
同比增加11%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邢骁）“以前办事流程很多、审批
时限长,如今2小时不到出证照，

‘开门即开业’。”今天，长沙市芙
蓉区“二里半集市”开业，区行政
审批服务局负责人带领工作人
员，上门为近 20 名经营户办证
照，拿到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
可证的陈小龙竖起大拇指。

“‘二里半’是一个大型居民小
区，2万多名市民在这里居住。但
小区周边1.5公里没有大型农贸市
场，居民买菜不方便。”“二里半集市”
负责人介绍，开办这个集市，主要是
解决居民买菜问题，区行政审批服务
局了解情况后，主动和集市对接，全力
缩短了商户办证和开业时间。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条件的，我
们现场查勘、当场发证办结。”区行政
审批服务局负责人说，通过前期摸底
对接，他们组织相关审批业务科室的党
员骨干和业务经办人，携带审批资料、电
脑、勘查材料、打印机等提供上门审批服
务。当天，18户商户顺利拿到证照。

芙蓉区办证
服务送上门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单美中 周健 阳程杰

4月25日，记者来到衡东县甘溪镇金觉峰社区甘溪灌区节
水配套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湖南天谷水利电力工程建设公司的
施工人员，正在焊接铺设在油菜田下面3米处的倒虹吸管。

甘溪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区是粮食主产区。项目区涉
及甘溪、洣水、新塘、吴集、霞流等5个乡镇，灌溉面积7万亩。

灌区工程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年久失修并受洪
水冲击，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低，灌溉面积日益萎缩，农作物
旱涝保收能力逐年降低。2017年8月，衡东县有关部门向省水
利厅就该改造项目申报立项。去年5月，项目获批并被列入省

“十三五”水利重点项目，落实专项资金858万元。
据介绍，该项目于去年12月动工。受疫情影响一度停工，

今年2月10日复工，是全省第一批复工的重点水利工程项目。
截至4月中旬，项目已经完成工程量80%。

“同样的水量，可以灌溉更多的农田。”甘溪水轮泵水电站
负责人说，项目竣工后，灌区涉及的甘溪、洣水等5个乡镇防灾
抗灾能力将全面增强，农业灌溉保障能力大大提升，农田灌溉
面积有望突破8万亩，实现旱涝保收。

老百姓的故事

非亲非故，一帮13年
资江流域益阳段
锑浓度值降了

通讯员 田锐 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我想问问，我的小额贷款为什么有利息？”4月26日晚，
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淋溪源村，一场别开生面的“屋场会”在
村民院子里召开。朱良平还没坐下，就给张家界市扶贫办干
部来了个“下马威”。

淋溪源村位于芙蓉桥白族乡北部，山高路远，贫困发生率
曾高达33.9%，属于深度贫困村。

“你先坐好，慢慢说。”张家界市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谷
文涛仔细倾听朱良平的质疑。

“我来解释一下。”一旁的村支部书记李美忠“坐不住”了。双
方你来我往，朱良平的疑问全部解开，服气地回到座位上。

夜渐深，天微凉，60多名干部群众围坐在一起。坐于人群
深处的朱为贤，两手托腮，欲言又止。

“只管说，今天就是来解决问题的。”谷文涛鼓励道。
被“点名”后，朱为贤提出了关于尖峰山组公路路基塌陷

的问题，希望尽快得到修整。
“尖峰山组的路，还是私人集资修建的。”尖峰山组组长朱

华荣补充道：“路基塌陷问题，影响了村民的出行，给大伙带来
诸多不便。”

针对朱为贤的建议，谷文涛迅速致电相关部门，要求迅速
整改到位。

“我家决定今年养几头猪。”“今年要多种些黄豆。”“把自
己酿的酒推销出去。”……朱为贤的问题，像一根火柴，点燃了
村民们的热情，你一言，我一语，整个“屋场会”热闹非凡。

小额贷款、医保、危房改造等问题，一一抛出，市扶贫办干
部一一解答。夜色下，这个目前贫困发生率只有0.12%的小山
村，群众、干部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屋场会”架起“连心桥”

精修水利护良田

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

产业兴 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