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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芬

【名片】

石灵芝，女，汉族，1971 年出生，中共党员，湘

潭市雨湖区金庭学校教师。从教 32 年，她先后被

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中小学优秀德育课教师、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别支持计划教学名师、2021 年

“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

【故事】

今年 50 岁的石灵芝，对自己当年在村小上学

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那个年代条件很差，下课后我们都趴在地上

玩泥巴，班主任李老师会在上课前准备一盆温水让

我们洗手，嘱咐大家别弄脏了书本。雨雪天气，同学

们都穿着棉鞋走山路上学，可教室外总是早早生起

一炉炭火，李老师会摸我们的脚，湿了就让我们先

把脚烤暖……”9 月 1 日，当石灵芝回忆这些往事

时，眼角泛泪，眼神中却流露着被宠爱的幸福。

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从那时起，她就

默默许下心愿，长大后要成为像李老师这样的好

老师。

1989 年，18 岁的石灵芝如愿站上了讲台。

当时的湘潭县河口乡中心小学条件十分艰

苦，石灵芝一个人住在简陋潮湿的宿舍里，乡间经

常停电，她常常依靠一盏煤油灯，备课、检查作业。

老鼠到处跑，蚊虫满屋飞，用水要到 1 公里外的水

塘去挑，可她依然干劲十足，从不觉得苦，一心只

想着如何上好课。

教二年级语文《小壁虎借尾巴》一课，为了让

孩子们直观清楚地理解小壁虎是如何“挣断尾巴”

的，她在夏天的晚上，忍受旧式旱厕难闻的臭味和

蚊子叮咬，一直守到晚上十一点多，在厕所抓到了

3 只壁虎。

凭借这样的热情，才参加工作 3 年的石灵芝

便被评为湘潭县青年教师标兵、湘潭市优秀教师。

她有了更多去城里学习的机会。

上世纪 90 年代初，石灵芝看到城里学校有

电教室，便想方设法到处找录影带，并把家里的

电视机、录像机搬到课堂上，让农村孩子也能通

过屏幕看到课本上所描绘的广袤草原、美丽的五

彩池……

当时电视机又大又笨重，石灵芝就借来三轮

车，丈夫在前面踩，她在后面推。“孩子们只要看到

三轮车来了，远远地就迎出来，欢天喜地乐得像过

节一样。”石灵芝回忆说，从家到学校三轮车要踩

40 多分钟，但夫妻俩一点都不觉得累。

2000 年，石灵芝作为优秀人才选调至韶西逸

夫学校。这是一所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学校，生源有

来自城里的，也有农村的。石灵芝很快注意到，农

村的孩子普遍自卑、寡言、敏感，这让她很心疼。

“那时学生心理健康远不像现在被重视，我想

为这些农村的孩子做点什么，又束手无策。”石灵芝

说。她购买了心理学相关书籍，开始关注学生心理

健康，在学校设立“悄悄话”信箱、“心连心”聊天室。

自认为“不会唱歌，又不会跳舞，像一只丑小鸭”

的学生莎莎是聊天室的常客，石灵芝经常表扬她字

写得漂亮、学习认真、写作能力强，“我相信你一定会

蜕变成一只美丽、自信的白天鹅。”渐渐的，莎莎学会

了欣赏自己，变得阳光，后来远赴德国留学。

2012 年 ，已 是 韶 西 逸 夫 学 校 副 校 长 的 石 灵

芝，毅然辞去副校长职务，到金庭学校当一名普通

的语文老师，任 313 班的班主任。

当记者问及原因，石灵芝说：“做副校长有很

多行政事务，学生们经常会找不到我，我就想做一

名纯粹的老师，跟孩子们在一起。”如此简单，却让

人肃然起敬。

313 班 59 名学生，有 60 张课桌，教室最后面

一张是石灵芝的。跟这群孩子在一起 6 年，她拍了

2 万多张照片，记录了 140 多万字，不曾遗忘每一

个孩子。

“每个学生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个学生都可

以如星星般熠熠生辉。”石灵芝笔记本上的这句

话，她用爱践行了 32 载。而学生们写给她的摞满

了两柜子的书信，是她心中最珍贵的宝物。

■记者手记

人民教师的意义
刘芬

2019 年 3 月 18 日是石灵芝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一天，她走进人民大会堂，作为湖南省唯一的小

学教师代表，参加了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我对总书记说，我来自湖南湘潭，是一名小

学班主任。总书记一边和我握手，一边微笑着向我

点头。”回忆起跟习近平总书记握手的瞬间，石灵

芝仍兴奋不已，“我庆幸自己成为了一名人民教

师，感到十分自豪和无限荣光。”

也是从那时起，她感觉肩头的责任更重大了。

石灵芝认为，被善待的孩子，定会善待社会。

而小学教师就应该在孩子们的幼小心灵中，播洒

下真善美的种子，陪他们奔向更广阔的远方。

石灵芝说：“我只有几年就要退休了，想通过

自己影响更多的老师。”

这就是人民教师的意义，楷模的力量。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陈湘林

“以前想办个变更业务，来来回回要跑

四五趟。如今在网上提交相关资料，到现场

不 到 半 小 时 就 能 办 结 ，太 方 便 了 。”9 月 1

日，在邵阳市大祥区政务服务中心，前来办

理企业变更手续的市民余洋说。

余洋是湖南豪斯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相

关负责人，由于企业发展需要，公司打算对

经营范围进行变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涉及

工商税务等一批部门的变更手续当天就办

结了。

准备在大祥区开办餐饮店的个体经营

户杨华娥，8 月 31 日提交相关材料，当天就

拿到了营业执照。第二天，小餐饮经营许可

证也到手了。“来之前听朋友说，开店办证

要等很长时间，没想到这么方便，马上就可

以开门营业了!”杨华娥笑着说。

大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股股

长蔡璠宏告诉记者，开超市、开餐馆等，以

前要跑市场监管、城管等多个部门，相同的

证明、材料要复印好几份，逐一提交；现在

申请人只用跑一次，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在部门之间传递资料、发起办证申请，申

请人只需在规定时间内等待即可。

改变，来自巡视。

去年 11 月 27 日至今年 1 月 22 日，省委

巡视组对大祥区进行巡视后指出，该区 927

项权力事项和服务事项入驻大厅的仅 259

项，占比 26.6%；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不

能在窗口办理任何业务，发改局 33 项权利

事项窗口仅可办理 1 项。

“原本有个老政务大厅，由于面积小，

只有人社、民政、市场监管等 3 个单位进驻，

去年搬进了新的政务服务中心，进驻单位

虽一直在增加，但总体进度较慢。”大祥区

行政审批局局长刘齐明说。

大祥区以问题为导向，以巡视整改为

契机，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水平。该区召开各

单位进驻调度会，科学梳理进驻事项和设

置窗口，并优化办事流程，将属于单位内部

日常管理类的事项剔除，确保进驻事项的

社会服务性。如今，30 个进驻单位的进驻事

项由 972 项调整为 630 项，其中即办类 342

项 ，审 批 类 、服 务 类 事 项 进 驻 达 100%。比

如，针对林业从农业农村局分离出去和下

沉一线服务、发改局备案类和初审类多、自

然资源局执法类事项类多等不同情况，该

区积极调整进驻方式和进驻事项，将这 3 个

单位改为综合窗口进驻，进驻事项分别调

整为 40 项、15 项和 9 项。

“现在进一家门就能办众家事，很多事

来这里就能‘一站式’办好，不用到处跑，不

仅方便，服务也更好。”前来办理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住院报销的市民陈梅桂高兴地

说，一进大门就能看到整个服务中心的布

局图，门口还有导办志愿者，办事窗口很快

就能找到。

通过优化办事流程，合并办事环节，缩

短办事时限，大祥区为群众和企业打造出

一个全新的办事体验环境。

同时，该区创新服务方式，除为特殊群

体开通“绿色通道”、提供全程代办帮办服

务等，还大力推进政务服务事项跨区域通

办，推动线上“全程网办”“一网通办”，线下

“互相代办”“全域可办”，实现从“群众上

门”到“服务上门”的转变。

雨溪街道唐四社区，78 岁的老人唐朝

南因年纪偏大、行动不便，以往到社保局办

理社保认证，成了最发愁的事。“现在只要

一个电话，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就会

上门办理，省心多了。”唐朝南说。

今年 1 至 8 月，大祥区政务服务中心共

办件 5.5 万余件，其中，“一件事一次办”办

件 1.8 万余件，为群众和企业提供了高效优

质的办事服务。

■整改成效

大祥区自觉把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以高质量整改推进

高质量发展。

该区根据巡视反馈意见，制定《中共大

祥区委关于十一届省委第十轮巡视的整改

方案》，将反馈的 14 个问题进行认真梳理，

结合全区实际细化为 62 个具体问题，部署

开展专项整改行动 22 次，建立制度或制发

文件 112 份，逐项逐类明确责任领导、责任

部门、整改措施及完成时限，形成巡视整改

工作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单，逐一

督促落实到位。

截至目前，62 个具体问题已完成整改

41 个，基本完成整改 12 个，未完成 1 个，长

期整改 8 个；巡视移交的 9 个立行立改问

题，已完成整改 8 个；巡视移交的 352 件信

访件，已全部办结。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施泉江

“彭主任，您回来啦！”

8 月 28 日上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纪委监委信访室四级调研员彭武运，来

到曾经驻村扶贫的吉首市矮寨镇洽比村、

坪年村回访，乡亲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奔走

相告，自发地来到村口，迎接他的到来。

2015 年初，将近不惑之年的彭武运接

受组织安排成为一名精准扶贫干部。虽然

因父母年迈、孩子还小，心有顾虑，但他没

有任何怨言，毅然接受组织安排。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又是基层干部

出身，了解湘西的农村，我一定牢记使命、坚

定信心，用心用情做好精准扶贫。”无数个日

日夜夜，彭武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扶贫山

村书写青春，用一份份脱贫攻坚答卷诠释了

一名纪检干部对人民群众的一片真情。

今年 6 月，彭武运被中共湖南省委评为

“湖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致富公路聚民气

从吉首市出发，车行在蜿蜒的公路上，山

峦、桥墩、公路，拐过一个又一个弯，约摸一个

小时，便可抵达矮寨镇洽比村和坪年村。

然而这在多年前，是村民们想都不敢

想的事情。

“2017 年前公路没通时，村民外出必须

要沿着村边的洽比河河滩步行，哪怕是从村

里步行到矮寨镇，也要近两个小时哩。因为

出行不便，所以村民们只能依靠山区为数不

多的耕地维持生计，每年的收入少之又少。”

今年 43岁的坪年村民杨再通回忆道。

作为驻村扶贫干部，彭武运意识到，要

想带领村民们脱贫致富，修路是关键。

修路要用钱，彭武运几乎每周都要去

州、市交通和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跑项目，

协调项目立项及拨款事宜。

“那段时间，彭主任东奔西跑，几乎每

天都直到晚上 9 点以后回村。”洽比村民杨

秀升告诉记者，“看着彭主任愿意带头，我

们就愿意跟着干。”

就这样，项目跑下来，不到两年时间，

一条长 10 余公里的沥青路建成。“有了路，

村民出去务工方便了，村民做事积极性就

有了。”彭武运说。

8月 28日，当记者来到村民杨再通家的

农家乐时，他正在厨房里给旅游的客人做地

道的柴火饭。曾经的贫困户杨再通乐呵呵地

说：“路通了，来村里旅游的人也就多了，预

计今年的年收入能达到五六万元。”

“不仅如此，我还通过抖音，宣传我们

的苗家文化和特色农产品，在吸引游客的

同时，也能通过这条‘致富路’把湘西特产

远销全国各地哩。”说着说着，杨再通的嘴

角慢慢上扬起来。

甘甜井水润民心

2018 年 11 月 13 日下午，永顺县灵溪镇

吉锋村村部楼后响起嘈杂的机器轰鸣声，

让村民感到从未有过的振奋。

随着一台掘井机的钻头不断转动，清

泉从地下冒出来，扬起一两米高的水线，溅

洒在人们的头上、脸上、衣服上。

75 岁的老人宁仕学一次次用舌头舔尝

落在嘴边的水滴。“真甜！”他同大伙说：“第

七口井打出水来了，以后有井水喝了哦！”

吉锋是土家山寨，典型的岩溶地貌，又

地处山腰，缺水是常态。以前，村民修水窖，

建积雨池，靠过滤的雨水作为生活用水。有

时到枯水季节，还必须得靠政府送水。

2018 年 5 月，彭武运在完成上一个驻

村扶贫任务后，再一次扛起脱贫攻坚重任，

进驻吉锋村。第一次进村时，他就向村民承

诺：“饮水是吉锋村最突出的民生难题，我

一定会想办法给大家解决。”

经过申请，永顺县水利局对吉锋村的

人饮工程立项。当月，打井队进村了，勘探、

打井，勘探、打井，从板栗寨到刘家组，从马

上坡到三好桥，从下寨到上寨，近半年时

间，一连打了 6 口井，硬是没有打出水来。

面对吉锋村 378 户 1400 多人的缺水难

题，彭武运不愿意放弃。他请来省地勘局

405 队的工程队，经过反复论证和勘测，最

终重新选择了一个打水点，打下第 7 口井。

连续一个多星期的施工，钻头打进了 600 多

米地下深处，清泉终于冒了出来。

水井打通的第二天下午，彭武运在井边

碰到了不时来转转的宁仕学老人。老人告诉

彭武运，昨晚，他兴奋得一宿没有睡着。

彭武运握着老人的手说：“老百姓的问

题得以解决，我心中也是满满的获得感。”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胡盼盼 肖秀芬

入秋后，在日渐湿冷的南方，一场跨越三湘大

地的美食季活动即将来临。

9 月 3 日，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召开新闻发布

会透露，2021“味道湖南”美食季活动将于 9 月 8 日

在浏阳市启动，活动将在全省 14 个市州相继铺

开，持续到 12 月。

舌尖流淌出的湖湘美食文化

吃进去的是食物，品出来的是文化。省政府副

秘书长陈献春介绍：本次美食季活动，通过举办一

系列活动，深入挖掘湖南本地美食，让“百县千菜

到万家”，让湖湘美食文化远播。

活动的主要内容有“三评”“四名”“五进”。即

在县市区、市州、省三个层面评选出“四名”（名菜、

名厨、名店、名优食材）美食品牌前 100 强，再推动

其进星级宾馆、进特色街区、进特色小镇、进旅游

线路、进大型活动。此外，还将组织开展“味道湖

南”美食周等 5 大主题活动和 100 多场专题系列活

动。通过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多方参与、强势推

动，让湖湘“味道”进入更多人的胃、走入更多人的

心。

发布会透露，为持续扩大活动影响力，主办方

将依托活动“四名”的评选结果，提炼最具地方特

色的美食元素，汇编出版县级、市级、省级《味道湖

南》系列书籍，宣传推广湖湘美食名菜名品，以美

食弘扬湖湘餐饮文化，以文化传播湖湘餐饮之美，

使湖湘之“美”在食物当中得以表现。

小餐桌撬动大市场

“从老百姓餐桌上的美食这个小切口切入，以

小餐桌撬动大消费，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

基点。”陈献春介绍，通过举办“味道湖南”美食季

活动，全面整合资源，激发餐饮消费潜力，并努力

将“味道湖南”美食季活动培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

品牌、推广交易合作的重要平台。

省文旅厅副厅长黄东红介绍，将发动全省文

旅行业积极参与“五进”活动，通过与美团、大众点

评合作召开现场品鉴交流会，促成线上交易。推出

“味道湖南”美食特色精品旅游线路产品，促进产

业融合。

“以优惠促销形成消费热潮。”陈献春介绍，省

财政将安排专门资金用于活动美食品牌推广优惠

促销，各市州、县市区也将参照省里的做法发布优

惠促销措施，各级行业协会将发动会员企业让利

促销，吸引老百姓进店消费，推动形成美食季消费

热潮。

推动打造区域消费中心

坐高铁来长沙点一杯茶颜悦色奶茶，在米粉

街的“长沙墙”下花样“打卡”……美食季期间，“味

道湖南”美食季全省启动仪式等一系列活动将在

长沙举行，吸引更多人来体验星城魅力。

长沙市商务局局长郑平表示，作为美食季活

动的举办地和主阵地，网红城市长沙将继续发挥

地方特色，努力打造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注重结合“老”和“新”相互碰撞的城市特质，

通过邀请网络红人、美食达人、本地旅游大咖参与

美食旅游体验之旅，在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持续

推广，培育更多网红餐饮品牌，持续激活长沙消费

市场。

注 重 与 大 型 餐 博 活 动 融 合 。9 月 10 日 至 12

日，2021（第六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将在

长沙举办，长沙充分利用食餐会的平台，在博览会

现场设置“味道湖南”长沙名菜、名材形象展示区，

用实物、图文、影像等多元方式，充分展示长沙餐

饮品牌。

注重挖掘消费潜力。“味道湖南”竞星城活动

期间，长沙将开展“你吃饭，我买单”餐饮促消费活

动，在全市范围内发放共计 228 万元餐饮消费券，

参加活动的 80 家餐饮企业 200 余家餐饮门店也将

配套开展优惠活动。

“味道湖南”美食季与您相约秋冬

开启一场跨越三湘的美食之旅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巡视整改

进一家门 办众家事
——邵阳市大祥区巡视整改掠影

一名纪检干部的为民情怀
——记湖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纪委监委信访室四级调研员彭武运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最美纪检人

石灵芝：被善待的孩子，定会善待社会；辞副校长，诲人不倦……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湖南教书育人

楷模

石灵芝（左二）与学生们在一起。 通讯员 摄

金中基

在城市生活，人们对具有共享性质的公共服

务感触十分敏感。最近，有两件小事印象深刻，也

给人启迪。

今年发生的这波新冠肺炎疫情，在防控手段上

有了大的提高。举一个细小的例子，过去一些公共场

所监测体温需要拿体温枪对准人的额头或手腕进

行，距离远近一旦把握不好，不是测量不准确就是触

碰到了人体，有时需要进行几次才能通过，容易造成

过关“排长队”；现在改成自动测温仪，只要人走近手

一伸，就能准确测出体温，方便快捷无需太多等待。

城市里的共享电单车，在扫码使用中也提高

了“体验感”。过去骑行者要用手机对准面部，摇头

晃脑、张嘴闭眼好一阵才能通过“人脸识别”，现在

譬如扫码哈啰电单车后，只要用手机对准脸部不

动，秒杀完成识别过程，相比之下真是爽极了。

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而言，衣食住行一

应日常事情许多离不开公共服务。无论政府部门

或是从事公共服务的企业，都要以人民为中心，不

仅要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而且要让人们在共享

服务中感到安全舒适，更具良好的“体验感”。

长沙共享电单车由乱到治的过程，充分说明

“体验感”对城市居民是何等重要。

以前，长沙满街都是共享电单车，最多时达

40 万辆。人们出行方便了，但是挤占道路、安全隐

患的乱象也令人忧心忡忡。长沙有关部门约谈共

享出行企业，痛下决心整治，当时引起了很大舆论

风波。半年之后，共享电单车以崭新的面貌重新上

牌运营，安全感体验感也比过去好了很多。

当然，长沙共享电单车也尚有待提升的地方。

比如，投放量与需求量还存在矛盾，有的地方量太

少用起来也不方便；有些服务细节也有待改进，像

坐垫后面加了护栏，防止超载留下安全隐患，但硬

邦邦骑久了很难受。

现代城市社会，人们生活十分讲究体验感。共

享服务是以大众为对象，一样需要提升“体验感”，

而“体验感”要从细节着手，最终达到让人们感到

温暖舒心快乐。

共享服务，要有好的“体验感”湘经评

▲ ▲（紧接 1版）2020 年，在服务贸易整体下行的形

势下，湖南服务出口逆势增长，达 97.5 亿元，增幅

28.5%，高出全国增幅近 30 个百分点，是中部六省

中唯一实现出口正增长的省份。

服贸会是全球首个国家级、国际性、综合性服

务贸易交易会，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一起，构成我国对

外开放三大展会平台。本届服贸会以“数字开启未

来，服务促进发展”为主题，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

易，展示健康卫生服务，教育服务，电信、计算机和

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文旅服务，体育服务，供应链

及商务服务，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等八大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