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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瑶族自治县学前教育实现“逆袭”

2012 年，江华瑶族自治县公办幼
儿 园 1 所 ，民 办 34 所 ，总 人 数 9060
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只有 63.2%。
2020 年，全县幼儿园 78 所，其中
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 64 所 15693
人，占 85.15%，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85.03%。
这是来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学
前教育办的一组数据。在脱贫摘帽
的 过 程 中 ，该 县 学 前 教 育 实 现“ 逆
袭”，得到均衡发展。

“盘活一批”，公办幼儿园
乡镇全覆盖
“2013 年全县只有县城公办幼儿
园 1 所，2015 年只有大圩、码市、大锡
等三四个乡镇建成公办幼儿园。民
办幼儿园收费高，要进公办幼儿园要
打破头。”当年的县学前教育负责人
唐清介绍。
让广大瑶胞在家门口上好幼儿
园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构建
覆盖城乡、均衡发展、体制顺畅、充满
活力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办好

家门口的幼儿园。”2017 年，江华瑶族
园。走进该园，正是上课时间，孩子
自治县委、县政府决定，在每个乡镇
们在体验区的超市角开展购物角色
都建好一所以上公办幼儿园。
体验，
一片欢声笑语。
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县政府把高
该园办园不过 3 年，但已形成鲜
标准实施学前教育项目建设作为最
明的教育特色，
“ 这离不开‘片区化’
大的任务来落实。通过全面调研，决
管理。”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主任
定将租用原供销社、食品站等国有资
督学钟江雄说。
产或集体资产办园的幼儿园盘活成
钟江雄口中的“片区化”管理，是
公办幼儿园。并成立项目建设小组， 把整个县域作为一个“大片”，各乡镇
编办、财政、发改、住建等相关部门为
为“小片”。充分发挥“大片区”省保
登记、收费、补助等工作开“绿灯”。
教保育规范园——县机关幼儿园和
6 月 10 日，走进大石桥乡中心幼 “小片区”乡镇中心园的龙头示范作
儿园，孩子们在和老师一起玩游戏。 用，对所在片区的幼儿园的教研、管
该园是盘活的公办幼儿园之一，生均
理、教学等进行指导，构建“联片互
公 用 经 费 每 生 每 年 有 500 元 补 助 。 动、资源共享、协作提高”的管理格
“这 500 元，得实惠的是我们家长。” 局，整体提高各级幼儿园保教保育水
幼儿家长唐先生说。
平。
目前，全县已盘活了 19 所公办幼
大圩镇金芒果幼儿园园长谢琴
儿园，
“ 全县已实现所有乡镇都有公
介绍说，
“‘片区化’管理就是一剂‘强
办幼儿园，同时大力推进普惠性民办
身剂’，优秀的幼儿园在管理和教学
幼儿园，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得到
上都给予了很多指导和帮助，我们才
了解决，老百姓享受到了实惠。”该县
能进步得这么快，也成了优秀民办
学前教育负责人邓丽娟说。
园。办学有了口碑，越来越多的家长
把孩子送到了这里。
”
“片区化”管理，
抱团发展
据悉，通过“片区化”管理，全县
大圩镇金芒果幼儿园距离县城
共有省、市、县保教保育规范园、骨干
近 100 公里，是一所偏远的民办幼儿
园、优秀园等 23 所。

送教下乡，促进教师成长
江华地域广，幼儿园布局相对分
散，
幼儿教师的素质参差不齐。
如何破解教师培训难题，提升办
园水平？
钟江雄给出了答案：送教下乡，
让偏远山区的幼儿教师都能参与培
训。
该县结合实际由县机关幼儿园
牵头，组织乡镇实施全面推进公办园
送教下乡培训，
“为做到培训有实效，
每年度都会对培训需求和培训主题
进行调研后，选聘优秀教师组成县送
培团队，通过网络、进园对乡镇幼儿
教师进行线上、线下双管齐下培训。”
邓丽娟说。
同时，搭建起研修学习的平台，
为幼儿教师指明培训研修的方向。
并且紧扣主题聚焦课堂，在送教下乡
培训与园本研修融合环节，基本实现
每个幼儿园“人人上课，
自主研磨”。
码市镇距离江华县城 100 多公
里，该镇小精灵幼儿园园长钟玉娥介
绍，
“ 送教下乡对我们这的教师帮助
很大，面对面的教学互动，真正促进
了教师专业能力提升。
”

湖南工业职院
多举措助力学生就业
湖南日报 6 月 27 日讯（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王露曼）
“两个多月的车间实习，不仅
让我更熟悉出货检查、出货跟进等业务流
程，也提升了我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能
力。”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6 月 22 日，湖南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金融管理专业 2017-1 班
吴宏升与实习单位深圳市思榕科技有限公
司正式签订了劳动合同。
因为疫情影响，
该校毕业年级的学生们对
于自己未来的就业有些焦虑。学校老师在进
行情绪疏导的同时，
也通过发布就业信息、
组织
收看就业指导讲座等方式，
助力学生就业。
深圳市思榕科技有限公司是湖南工业
职院的就业合作单位，每年都从该校招收
20 余名毕业生。4 月份疫情进入平稳期，该
校实习指导老师刘涓老师就主动联系该公
司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安排 24 名学生进
入公司实习。目前已有 15 名顺利通过实习
考核，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今年，
毕业生就业受疫情冲击很大，
服务
行业首当其冲，
湖南工业职院就业率较去年同
期相比有所下降，
如何破解就业难题成了学校
最为操心的问题。学校建立
“一对一”
就业引
导和帮扶机制，
校领导带头走访企业20多家，
学校老师提供就业企业达70多家；
同时，
不定
期举办专题讲座，
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各种线上
线下就业招聘活动，
帮助学生早就业、
就好业。
增强学生职业素养才是提升就业率和岗
位留存率的关键。为实时了解企业的用人需
求，
湖南工业职院组织教师定期参加企业实践
和企业调研，
应需而变，
将学生职业素养的培
养融入教学、
实训和社团活动全过程，
并邀请
行业专家、
企业技能大师进校园与学生进行面
对面交流，
提升学生的职业意识和就业能力。

99公里接力赛
6 月 27 日清晨，选手们在
跑步。99 公里，9 个跑团，连
续 9 个小时，从 26 日 21 时开
始，每个团接力 11 公里赛跑，
一直持续到 27 日 6 时。此次接
力赛跑活动由衡阳特跑团发起
组织，包括中国警察马拉松俱
乐部衡阳警队、环境生物学院
健协、衡阳“第十军团”、衡
阳来跑团等在内的 9 个跑团和
组织积极响应参与。
刘晓飞 摄

“老花眼”
可通过手术矫正视力
湖南日报 6 月 27 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李鑫）爱尔眼科近
日在全集团新设老视手术门诊，利
用同步国际的角膜激光矫正和眼
内晶状体置换老视手术矫正技术，
让老视患者摘下眼镜。
老花眼，又称老视，是一种生
理现象。老视通常在 38 岁左右出
现，发病高峰是在 42 至 44 岁。几
乎所有患者在 52 岁时都会出现症
状，发病率接近 100%。人类率先
攻破白内障、近视、远视以及散光
的手术，老视的手术矫正则被眼科

界认为是最难攻克的“最后的前
沿”。老视的矫正至今已经进行了
200 多年，直至 2018 年，由麻省理
工学院激光物理博士、哈佛医学院
医学博士、美国爱尔眼科 CEO 王
明旭教授主编的全球首部介绍当
今老视手术最新进展和技术的眼
科专著——《老视手术矫正——第
五次浪潮》出版，标志着人类已攻
破了老视的手术矫正。王明旭教
授带领的眼科医生团队曾参与美
国 FDA 老 视 手 术 矫 正 的 临 床 实
验，
并帮助老视患者矫正视力。

谢卓芳

近年来，爱尔眼科通过并购美
国 Ming Wang 眼科中心、欧洲巴
伐利亚眼科等全球知名眼科医疗
机构，搭建起横跨亚、欧、美三大洲
的全球化眼科医疗服务平台，国内
患者可享受到同步国际的眼科诊
疗技术，尤其是老视手术矫正技
术。据了解，现阶段开展的晶状体
置换手术，不仅可以帮助患者一次
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视，还可
以避免白内障的发生。未来角膜
片植入、巩膜片植入、激光巩膜隧
道成形等国际领先技术也将引入
国内，为国内老视患者提供更多的
矫正方案和选择，帮助患者彻底摆
脱眼镜的束缚。

湖南日报 6 月 27 日讯（记者 陈新 通
讯员 李璜婷）7 月 7 日至 8 日，高三学子将
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为帮助考生安全、
快捷、准时抵达考场，记者近日从长沙蓝的
出租汽车公司获悉，该公司将提供高考“爱
心送考”预约服务。
今年高考将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下进
行。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考生，
长沙蓝的出

湖南日报 6 月 27 日讯(记者 李杰 通
讯员 周雨霏)今天，记者从湘雅常德医院
获悉，我省首个健康链平台日前在该院上
线运行。患者就诊时通过关注“湖南省医
院协会”公众号，即可查询在各健康链医院
就诊时的电子检验检查单等，给就诊带来
“全新”体验。
据介绍，
健康链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建立
的新型区块链智能管理系统，
不同于以往的
传统查询模式，它利用智能模型构建、流程

粽艾飘香，各地文旅活动迈上
“云端”

分析和数值仿真等方法，通过应用优化理
论、智能技术等，对链上协同运作管理模型
进行全新变革。患者可在线获取自己的医
疗数据、检验检查报告等，同时通过智能合
约设置一定权限，
可有效保护用户隐私。
湘雅常德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院
将继续扩展健康链应用范围，基于健康链
将健康体检、电子处方、病历记录等多个系
统数据汇总串联起来，打造“区块链+互联
网医疗”样板。

金融大数据应用与安全研究中心携手 CSDN

开展产学研用深度合作
湖南日报 6 月 27 日讯（记者 王晗 通
讯员 王超）记者近日从国家工程实验室金
融大数据应用与安全研究中心获悉，该研
究中心已与全球最大的中文开发者互联网
社区 CSDN 签署合作共建协议，双方将展
开全方位、多样化、深层次合作，打造产、
学、研、用深度合作样板。
创立于1999年的CSDN由北京创新乐
知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打造，
拥有IT从业者会
员近 3000 万，是中国软件业发展的重要生
力军。今年 5 月 9 日，
长沙市政府与北京创
新乐知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约，
携手打造
“中
国软件开发者产业中心城市”
，
并宣布CSDN

总部落户长沙，
助力长沙软件名城发展。
国家工程实验室金融大数据应用与安
全研究中心于去年 5 月 23 日落户湖南金
融中心。作为国家金融大数据行业及湖南
金融中心重大公共基础设施，研究中心汇
聚国内外顶尖专家、智库和金融科技企业，
承担大数据高端研发、创新展示、人才培养
等方面职能。
根据协议，双方将携手打造培训认证、
实习就业平台、金融科技联合研发平台，并
联合高校及产业人力资源和设备资源，向
社会提供服务，致力形成学生培训认证、实
习就业、科研开发、成果转化的标杆模式。

湖南省肿瘤医院全面实行新入院病人核酸检测
一患者一陪护，陪人亦要求进行检测

湖南日报 6 月 27 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彭璐）为进一步落实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措施，保障肿瘤患者的就医安全，湖南
省肿瘤医院自 6 月 22 日起全面实行新入
院病人核酸检测。据悉，患者陪人亦要求
进行检测，
阴性者方可办理陪人证。
湖南省肿瘤医院院长肖亚洲介绍，
由于肿瘤患者大多免疫力低下，为给广
大患者提供安全的就医环境，疫情期间

该院谢绝探视，实行“一患者一陪护”，入
院后凭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到病区办理陪
人证，陪人证登记陪人信息，凭身份证和
陪人证进入病区，二证不一致不得进入
病房。
医院提醒，入院就诊患者及家属应全
程佩戴口罩，主动出示健康码，并配合工作
人员测量体温，扫码登记和流行病学调查，
不得隐瞒和疫情相关的任何信息。

长沙启动
“青工匠”
十百千万工程
湖南日报 6 月 27 日讯（记者 金慧 通
讯员 曹茜）为弘扬青年工匠精神，6 月 23
日，共青团长沙市委在湖南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举办了首场“青工匠”十百千万工程培
训宣讲进校园活动，第一阶段将重点引导
职业院校学生投身制造业。
长沙“青工匠”十百千万工程即重点联
系10所以上职业院校，
对接服务100家左右
制造业企业，力争为长沙制造企业引入
1000 名左右职业院校学生，并通过开展职
业院校学生岗前培训、
企业青年骨干培训和
岗位能手培训、
“最美青工匠”
先进典型树推

——端午假期透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吃粽子、挂香囊、赛龙舟，这是端午节的文
化传承。与此同时，时令商品消费强劲、民俗节
庆活动迈上“云端”，传统节日展现出时代的新
特点。

租汽车公司对
“爱心送考”
车辆制定了严格的
送考标准，
要求驾驶员必须持健康绿码、
佩戴
口罩上车；
做到一车一日一消毒，
对车厢内外
全面喷洒消毒液，
对易接触的扶手、
座椅、
拉手
等部位进行重点擦拭消毒。此外，
在车内也为
每位考生准备了口罩、
医药箱和文具等。
即日起，需要“爱心送考”的考生及家
长可拨打电话“84743309”预约。

我省首个健康链平台在湘雅常德医院上线

线上线下消费升温 文旅活动迈上
“云端”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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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提供高考
“爱心送考”预约服务

家门口办好学前教育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唐世日

唐爱平

使用公筷公勺等疫情防控措施让他非常放心。
“精细的防疫举措让人倍感战‘疫’有底气、生活
很安心。
”杜刚说。
全国已有10064家A级旅游景区恢复开放，
各
地旅游景区坚持
“限量、
预约、
错峰”
，
接待游客量不
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30%。在上海，100 多处国家 A
级景区全面实施门票预约机制，
探索
“预约旅游”
常
态化。
在湖北，
文化旅游场馆有针对性地制订恢复
开放方案，
例如湖北省图书馆特别注意加强书籍管
理，
归还和借出的书籍严格进行有效消毒。
生产企业组织员工加班加点，保障消费旺季
的各类产品供应。在杏花楼位于上海的蒸煮类食
品生产车间，员工们熟练地翻折粽子叶，填充糯
米、鲜肉等……
智静介绍说，
疫情期间，
车间内减少了操作台数
量，
原先每两人共用一张台面也变为一人一台，
让员
工们保持足够的间隔距离。
“今年粽子市场需求明显
提升，
而车间内同时作业的员工数量受限，
工厂因此
提前制定计划启动了粽子生产保障供应。
”
随着湖北文旅市场复苏，酒店用品、应季礼
品成为汉口北“智慧市场”端午假期前后重点推
介的交易品类，商户们经过测温、查验健康码等
严格流程，
进入市场忙碌着。
不过，成交大单并不一定需要与客户面对
面。市场工作人员周悦介绍，自 3 月 28 日复市以
来，汉口北市场已先后帮扶商户组织了 500 多场
直播带货活动，鼓励商户拓展网上直播渠道，探
索“无接触交易”，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有条不
紊推动复工复产。

等活动，
引导 1 万名左右职业院校学生和企
业青年关注和支持长沙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活动现场，国网长沙供电公司互联网
办公室主任雷鸣，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设备工程师钟大有，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总监李亮获颁“青工匠”就业
指导老师聘书。3 位青年工匠分别进行培
训宣讲，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互动、答疑解
惑。长沙团市委书记叶妙表示，下阶段将
在全市推树 20 至 30 名青年工匠，并引导
他们走进职业院校开展系列活动，让职业
院校学生更加了解长沙制造业。

的
‘米袋子’
，
当然
‘买买买’
。
”
文山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潘正旺说，上海援
滇工作着眼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从在当地投
资建设灌溉沟渠、灌溉管网，夯实生产性基础设
施，到建设农特产品加工厂、冷冻仓库，促进第二
产业升级，再到如今借直销、直播平台发展第三
产业，
沪滇经济更进一步实现“同频共振”。
“干部群众正齐心协力，当前的难关一定能
闯过。我们一定能打赢脱贫攻坚战，携手奔向全
面小康。
”他说。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1727.6
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44.7 亿元。携程旅游
大数据联合实验室研究员彭亮分析，携程平台端
午订单较 5 月下旬又有增长。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并未因疫情改变，凸显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庞大的市场需求基础。
百姓喜闻乐见的在线新经济对于稳住外贸
外资基本盘也起到重要作用。端午前夕刚刚闭
幕、首次整体搬上“云端”的广交会云平台吸引了
来自 217 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注册观展，
来源地分布创历史纪录，云路演、云签约等创新
模式也为各国展商提供了便利。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余典范分析，我国在线新经济蓬勃发展，新
基建赋能千行百业，供需回暖相互促进，经济新
动能持续发力。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国际、国内
经济带来一定不确定性，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奋力划桨，中国经济的龙舟，一定能奋勇向前、力
争上游。
（新华社北京 6 月 27 日电）

端午假期 3 天，上海市民徐海清与多位好久
不见的亲朋好友再次团聚，走亲访友自然少不
了应景食物粽子。
“端午是我国进入疫情防控常
态化阶段以来，第一个适合亲朋好友团聚、共祝
彼此安康的中华传统节日。
”徐海清说。
居民消费热情高，老字号粽子产品在线上
线下热销，分布在上海市区的门店外，消费者有
序排着长队；直播、网购平台上，网友一边互动
一边“剁手”。
杏花楼食品餐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智
静说，今年端午应需生产 380 多万只粽子，较去
年产量翻番。不仅物美价廉的袋装粽子卖得好，
价位在 150 多元至 250 多元的礼盒装粽子需求
图为 6 月 25 日，陕西省安康市第 20 届龙舟节在汉江上举行。这是参加龙舟赛队伍在安康市汉
也很旺盛。
江上奋力划桨击水。
新华社发
“经历疫情，人们对健康更加重视，食品餐
故里湖北省秭归县，有别于往年赛龙舟、割菖蒲、
饮消费升级，
更多消费者习惯了网购。
”智静说。
祛病防疫，战“疫”有底气、生活
办诗会等线下人头攒动的景象，
“2020 年屈原故
6 月 1 日至 21 日，淘宝天猫平台上粽子成交
里端午文化节”
“
云上”
揭幕。
进入
“屈原故里云上
额同比增长 153%。此外，糯米、粽子叶等食材成
很安心
展馆”页面，点开视频链接，观众仿佛置身“屈原
交额同比大幅增长，还有“自热型”粽子、
“ 人造
故里端午祭”大典现场。
西安市级非遗项目雁塔棉絮画制作技艺传承
肉”粽子等新鲜品类涌现。
在陕西省安康市的龙舟节活动现场，宽阔
人张宝兰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一处展台向游客展
“逆风”前行，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各地文旅活动也精彩纷呈。上海欢乐谷的
的汉江江面，龙舟健儿挥旗击鼓、挥桨操舟，
示如何制作香囊。
“
驱毒辟邪是端午文化的重要组成
“‘粽’享欢乐”活动现场，传统的投壶活动吸引众
发力
部分，
‘端午至、
五毒出’
，
因此人们佩戴香囊。
”
多游客参与；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星光夜场回归。 摄像机和手机镜头将这场龙舟横渡转播给全国
观众。“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组委会对龙舟节现
她说，我国正处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人
上海市虹口区的一场夜市里，七彩花米粽、
在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上，游客边吃亲手做
场观众人数有严格限制。但通过网络，无论观
们注重祛病防疫，佩戴口罩、勤洗手、保持间距、 菌菇等来自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特色
的绿豆糕边看“唐仕女”带来的歌舞表演；大明宫
分餐进食等新习惯，
与端午传统习俗正相呼应。
农产品“闪亮登场”，这些产品已在多场“消费扶
国家遗址公园里，人们穿唐装、点雄黄、扎菱角， 众身在何处，都可以看到传统活动盛况，了解
民俗文化。
”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组委会副主任
来自重庆的游客杜刚来到西安饭庄享用美
贫”直播中热销。上海市民刘多很喜欢花米粽，
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融合。
图为 6 月 25 日，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步
付波说。
食。进店前扫码测温、店面餐具严格消毒、用餐时 “既能丰富我们的‘菜篮子’，又能充实当地百姓 行街，小朋友挑选香囊。
传统民俗活动更在“云端”焕发生机。在屈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