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2021年 9月 11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张杨要闻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王柯沣 杨永玲

通讯员 杨先军

9 月 10 日，永州市冷水滩区新希望特殊

教育学校，孩子们在阳光下奔跑，笑声回荡

整个操场。

“祝老师节日快乐！”刚走进培智五班，

便听到孩子们异口同声的祝福。孩子们将自

己亲手做的手工作品送给老师蒋爱玲，这是

她收到的特殊的教师节礼物。

“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礼物。”学生彭

楚宁自豪地向记者展示自己制作的手工品，

脸上挂着笑容。“这孩子在我们学校很久了，

进步特别大。”蒋爱玲满是欣慰地说，这是她

从事特殊教育的第三个年头。

“我家孩子是 2018 年到学校的，刚开始

的时候只会说简单的两个字节，在学校一直

做语言康复和其他训练，现在进步相当大，

真心感谢老师的帮助！”有一天，彭楚宁放学

后自己转乘 3 趟公交车回到家的那一刻，彭

妈妈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他竟然可

以一个人找到家了！”两年来，老师的付出和

家长的不放弃，彭楚宁拾回了自信。

蒋爱玲一直是彭楚宁的老师。“孩子刚

来的时候缺乏自理能力，更没有自信。”蒋爱

玲介绍，去年 9 月的一个课间，彭楚宁跟老

师报告水杯没水了，要去打水，老师批准了。

“当彭楚宁回来时，竟然帮其他 3 位同学打

了水，我惊呆了。”蒋爱玲回忆道。“从没有自

理能力，到有自理能力，再到有能力并且还

有一颗帮助别人的心，这种变化让我无法不

激动。”回想起孩子们的一点一滴，蒋爱玲眼

中噙着泪花，“当孩子们有一点点进步的时

候，真的替他们开心，他们的进步比我收到

任何礼物都珍贵。”

康复训练教室，陈妍正给孩子做着语言

康复训练。她从事这行已经 8 年。“我本身就

是学特殊教育专业的，从学校一毕业就回到

永州，来到了这里。”陈妍说。很多孩子刚到

学校时几乎没有语言能力，陈妍一点一点手

把手地教，一遍一遍反复练习。“孩子们的进

步不会那么显著，有时候需要一个月、三个

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发出他们人生中的第一

个语音。”陈妍说。“当他们能发出第一个音

的时候，我比谁都高兴，特别有成就感；尤其

是今天，家长送孩子上学的时候跟我说，他

们的孩子会说话啦。对我来说，那就是最好

的教师节礼物，是我最幸福的时刻。”陈妍欣

喜异常。

“我自己就是一名自闭症儿童的母亲，

所以我更知道教育对这个群体的孩子来说

有多重要。”新希望特殊教育学校理事长蔡

仙妹动情地对记者说，“对在这个学校工作

的每一位老师，我都充满感激。从事特殊教

育工作，真的不容易，需要足够的耐心和爱

心，孩子们在我们这里取得的每一点进步，

都是老师真情奉献的结果，我由衷地感激！”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 10日讯（记者 黄婷婷）

在今天开幕的 2021 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上，2021 中

华美食荟餐饮技能展示活动举行，来自全国 18 个省市自

治区的 49 名当地特色餐饮企业厨师选手参加。

2021中华美食荟餐饮技能展示活动以“弘扬餐饮文化，

传承技艺经典”为主题，通过技能展演、现场品鉴、线上直播

和大众参与投票等形式，宣传展示各地优秀餐饮技艺与特色

菜品，提高餐饮服务品质，倡导制止餐饮浪费的理念。

活动分 4 组进行，12 位网络达人逐一对应各组选手

进行同步直播。参展观众不仅可以现场品鉴菜品，还可以

进入各选手线上直播间观看和投票。通过线上展示和线

下品鉴两轮比拼，活动最终评选出“中华美食荟最具人气

菜品”15 个、“中华美食荟最具人气选手”15 人、“中华美

食荟推广大使”5 人。

该活动由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和湖南省商务厅

联合主办，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湘菜报承办。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10 日讯

（记者 黄婷婷）非洲产品进口申报难，生产

标准不符合国内需求等，一直是非洲商品进

口面临的难点。近日，省商务厅、联合国国际

贸易中心共同启动“非洲出口增长伙伴项

目”，助推非洲非资源性产品更好更快地进

入国内市场。

据了解，该项目依托联合国国际贸易中

心在非洲的技术、渠道和团队优势，推动非

洲重点产品、重点企业检验检疫的规范化、

标准化，扩大非洲产品进口品类，加快非资

源性产品市场准入进程，让非洲商品更好地

满足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

该项目为期 3 年，立足中非经贸博览会

和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两大国家级平

台，将协助 6 至 10 个非洲国家，选定一批动

植物检验检疫合作协议的农产品和食品，优

先洽谈，提高非洲国家动植物检疫能力建

设。项目将促进中国企业开展对非产能合

作，打造集采购、仓储、物流、加工、展示销售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推动非洲非资源性

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中心建设。

在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期间，联合国

国际贸易中心还将发布关于非洲农产品和

食品对华出口的分析报告。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以来，中国持续扩

大对非进口。今年 1 至 7 月，中非贸易额达

1391 亿美元，增长 40.5%，达到历史同期最

高位。同期，湖南对非贸易增长 49.9%，其中，

自非进口增长 41.3%，大部分是非洲农产品。

中国市场对非洲产品认可度不断提高，橡

胶、棉花、咖啡等农产品进口量较去年同期

翻了一番，腰果、芝麻、胡椒和香料等农产品

最受中国买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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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王燕

【名片】

王礼平，男，汉族，1969 年生，中共党员，

郴州永兴县第三中学教研室副主任，省特级教

师。他坚守乡村教育32年，帮学生遇见“最好的

自己”；他精于教学，高效课堂深受学生喜爱。

2021年，荣获“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荣誉。

【故事】

8月 23日清晨，稻田里薄雾渐渐散去，太

阳升起，距离永兴县城 30多公里的高亭乡高

亭村醒了。在被水稻田包围着的永兴县三中，

记者见到了正在写教学论文的王礼平。

戴着眼镜的王礼平个子不高，说起话来

语调铿锵：“做老师，在哪里都一样。”乡村教

育相对落后，乡村教师的专业也相对薄弱，

王 礼 平 在 2014 年 被 评 为 湖 南 省 特 级 教 师

后，许多人预言他会离开。之后，他获得一个

又一个的荣誉，可直到现在，他依然没走。

“我读书时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他给我

这个山里娃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爱、品格和

勇气。”王礼平决心当老师，像自己的老师那

样。乡村校园是他的人生主战场，他倾注全

部心血，播下一粒粒种，浇开一朵朵花。

生于斯，长于斯。1989 年 8 月，好不容易

走出大山的他，毕业时在众人不解的眼神中

回到乡村。“那时真难啊！”永兴县三塘乡大

路小学是王礼平教育生涯的第一块“根据

地”，校舍是土坯瓦房，没水没电，下雨天到

处漏雨，购买小菜和生活用品要到十多公里

外的油麻圩，不少外地老师到这里工作没几

天，就哭着鼻子走人了。

班里一半以上是留守儿童，这让王礼平

很心酸。“认真上好每堂课，把山里娃教好，

才是真本事。”王礼平坚定信念。为练就过硬

的教书育人本领，无数个夜晚，他点亮煤油

灯，批改作业、查阅资料、撰写教研文章……

因为用心，他创造了大路小学的奇迹——所

执教的四年级语文成绩名列全县乡镇小学

期末考试第一名。

王礼平打心底里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

子。1994 年，他被调到高亭中学（2013 年合

并到永兴县三中）任教。那时，农村学校办公

经费紧张。冬天，热水常供应不上，他拿来几

个热水壶，给学生倒茶便成了他的习惯；学

生生病，他不分白天黑夜送医、买药。

1995 年春季学期开学一周，学生林娜丽

迟迟未报到。王礼平冒着刺骨的寒风赶到她

家。“我没钱读书，我妈妈一个人供不起 3 个

孩子。”林娜丽不舍的眼神，让王礼平心情沉

重。“辍学多可惜呀！学费我来付。”在他的资

助下，林娜丽以优异成绩考上重点高中。

十个人看见九个摇头的学生王江涛是

出了名的调皮捣蛋，不是在讲台上钉钉子，就

是捉老鼠吓老师。一次，王江涛因自己没写作

业，便一把火烧掉了全班同学的作业本。

王礼平知道，山里娃大多是因为缺少关

爱才出现反常行为。王礼平劝说王江涛父母

关心孩子，而自己则在课后不厌其烦地找他

谈心，与他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使其纠

正错误行为，健康自信成长。毕业多年，王江

涛还经常感叹：“我不是王老师最好的学生，

但他是我最好的老师。”

王礼平在永兴县的名气越来越大，不仅

因为他愿意教书，更因为他教得好。不愿写、

不想写、写不出作文的现象在乡村学校很普

遍。为改变这一现状，他成立“作文兴趣小

组”，与学校语文老师一起开展“校园文学创

作研究”课题研究。

从 2009 年开始，他将“鸟笼效应”用到

写作教学中，将优秀文章贴在教室后墙的

“优秀习作”专栏里，供大家欣赏。对写作基

础不好的学生，他降低评价标准，确保每名

学生都有“得意之作”装进自己的“鸟笼”。

今年考入永兴县第一中学的学生广星

艳说，刚上初中时，尤其害怕写作文。“要不

是王老师想方设法让我对写作产生兴趣，我

也考不上重点高中。”广星艳永远忘不了自

己的“优秀习作”被杂志编辑选中时的喜悦

之情和自信感，“感谢王老师挖掘了我的写

作潜能，让写作从‘难事’变成‘趣事’。”

■记者手记

课比天大
王燕

身处偏远乡村，怎样评为省特级教师？

“王老师把课看得比天大，他笔耕不辍，

一直在研究、学习。”他的同事回答。

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耕

耘。32 年来，清苦生活让一拨拨老师来了又

走，而拥有许多荣誉的王礼平却成了坚守

者；他当班主任 21 年，带了 10 届初三毕业

班，400 多人被重点高中录取；他 30 余次主

讲市、县级示范课和观摩课，把教学经验辐

射到更多青年教师；做教研教改的有心人，

发表论文 400 余篇。

“事实证明，知识能改变命运，我的学生

做到了，我也做到了。”从青春年少到中年沧

桑，回望从教的 32 年，王礼平感慨万千地

说，“影响教师成长的不是大山闭塞、地域限

制，也不是学历高低，而是他对自己的人生

定位和梦想追求。”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何九九 童丹平

“孩子们，放了一个暑假，你们长高了

没？”9月 6日，平江县音乐名师工作室首席导

师、启明中学老师郭雄辉陪同湖南广播电视

台公共频道记者，一起来到平江县第九中学，

录制该校留守儿童合唱团的演唱视频。一见

面，郭雄辉就亲切地跟孩子们交谈起来。

优雅的钢琴声响起。郭雄辉指挥，孩子

们演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布谷鸟》。瞬

间，歌声在音乐合唱室里回荡。“今年暑假期

间，合唱团演唱这两首歌，参加平江县庆祝

建党 100 周年‘唱支红歌给党听’班级合唱

比赛，荣获一等奖。”郭雄辉的思绪回到今年

上半年开学之际，那时，平江九中留守儿童

合唱团刚成立。

涅槃新生

2012 年 11 月 27 日，正在上课的郭雄辉

鼻子突然流血。经平江县人民医院确诊为

“鼻咽癌”晚期，对他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

当时他才 37 岁。接下来的一年，他一直在省

肿瘤医院接受手术和化疗。

屋漏又遭连夜雨，陪护他的妻子不久被

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一边是家徒四

壁负债累累，一边是夫妻接连遭遇癌症。家，

在风雨中飘摇。就在这时，县广播电视台和

启明中学为他们联合主办了一场义捐。遗憾

的是，人间有爱病魔无情，2015 年 4 月，妻子

因治疗无效辞世。

“不能向命运低头！”“一个人可以被毁

灭，但不能被打败。”看着学生鼓励他的一封

封信，想着年过花甲的母亲和读初一的女

儿，想着贝多芬和他的《命运交响曲》，郭雄

辉坚强起来。

2015 年 10 月，郭雄辉重返讲台，全身心

投入歌曲创作和课堂教学中。2016 年 8 月，

上海白鳍豚艺术团邀请平江留守儿童学生

到上海参加“心乐·心悦”公益音乐会。郭雄

辉主动请缨，利用假期辅导并带领 20 名留

守学生到上海演出。

期间，上海妈妈爱心团了解到郭雄辉的

情况，当即拿出 2 万元资助他。“我是公益受

助人，应该用音乐教学的方式去传递美、表

达爱！”随后，他把这 2 万元赠与同行的 20 名

留守儿童。上海白鳍豚艺术团团长尹银姬深

受感动，写下文章《愿希望不灭，愿爱心相

传》，表达对郭雄辉的由衷敬佩。

郭雄辉认为留守儿童值得被关爱，便指

导成立留守儿童合唱团。2018 年，平江县开

展学生合唱展演。郭雄辉指导的城北小学、

简青小学、思源实验学校、清水中学和浊水

中学等学校留守儿童合唱团全部参加。

合唱之梦

“要让更多的乡村孩子，享受合唱艺术

带来的快乐。”郭雄辉萌生一个想法，到乡村

学校推广合唱。于是，“合唱教学乡村行”活

动启动，10 多个教师合唱团和学生合唱团

在他的倡导下成立。

今年初，郭雄辉找到梅仙学区主任熊准

先，准备在平江九中组建留守儿童合唱团，

得到该校校长傅兴荣的大力支持。

傅兴荣派音乐教师曾媛和罗星宇接受

郭雄辉的业务培训，并腾出一间教室作为合

唱室。梅仙镇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姚齐斌出

资 3.9 万元，购买合唱台、钢琴等。今年 6 月，

平江九中音乐合唱室正式挂牌。成立 49 人

组成的合唱团，利用社团课及部分早晚自习

时间训练。

每个星期，郭雄辉两次来到平江九中指导

留守儿童合唱，与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郭老师很有趣，很专业，我很喜欢他。”

合唱团团长李思琴是 189 班的留守儿童，她

说，“以前，我根本不敢说话，参加合唱团后，

自己越来越开朗了。”

“郭老师很好玩，经常笑着说我们很好

看，要我们认真学。”193 班留守儿童毛敏说，

“郭老师教我们声部知识、嘴型，怎样才能唱

歌好听，唱完歌后如何使嗓子舒服。”

刚进七年级第一次上台自我介绍，193

班的黄芝兰唱了一首《坠入星空》，老师帮她

放伴奏。她的天赋在学校传开了，但初中数

门功课倍感压力。加入合唱团后，她的心情

好了很多，唱歌的水平也越来越高。

合唱团里，还有非常喜欢音乐的邱安

琪，从小到大声音特别尖的彭雨露，变得开

朗自信的彭春燕，越来越喜欢音乐的彭雅

芳，一边唱歌一边跳拉丁舞的李麒……每个

孩子都因郭雄辉的指引，爱上合唱，爱上音

乐，乡村合唱艺术之花在这里绚丽绽放。

9 月 8 日，郭雄辉获 2021 年“湖南省教书

育人楷模”提名奖，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荣

誉。他说，要继续推广“合唱教学乡村行”活

动，为孩子实现“音乐梦”。

湖南教书育人

楷模

王礼平：

“把山里娃教好，才是真本事”

孩子们一点点的进步，是给老师最珍贵的礼物
——冷水滩区新希望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节见闻

梦里平江醉墨香
——郭雄辉与留守儿童的“音乐梦”

王礼平在上课。 通讯员 摄

手绘作品 感恩老师

上图：9月 10日，江永县思

源实验学校，学生们将自己精心

创作的手绘作品送给老师。

田如瑞 摄

下图：9月 10日，涟源市桥

头河镇归盘园学校，孩子们在展

示自己制作的手绘贺卡，为老师

送上节日的祝福。 张扬 摄

▲ ▲（紧接 1版②）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旅博会将进一步面

向大众，打造互动性强的“沉浸式”文化旅游消费体验。普

通消费者能在大众旅游卖场享受大量省内外景点、主题

乐园、酒店民宿等优惠产品，预计优惠总额超千万元。

旅博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第四届锦绣潇湘文化旅

游创新创意大赛颁奖典礼、2021 湖南房车旅游与露营产

业发展大会、2021 湖南文化旅游产业投融资大会暨重点

产业项目对接活动、旅游商品大赛暨省级旅游购物示范

点推介会、2021 中国(湖南)景区增量效益开发者大会、文

旅资源招商推介专场、闭幕式等 8 项主体活动，充分发挥

展会对文旅消费和产业的拉动作用。

湖南旅博会于 2010 年首展，是中部地区规模最大、

市场成交最好、旅游业态最全的旅游专业展会。本届旅博

会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湖南日报文旅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承办，湖南日报社全域旅游中心全程运营。

■链接

可逛展、可洽谈、也可“买买买”

目前，2021 湖南旅博会的办博工作正有序推进。那

么，今年湖南旅博会有哪些亮点？

12大展区，打造文旅产业链聚合平台

此次旅博会形象展示区包括省内外各地文化旅游资

源、文化旅游装备及智慧文旅成果、文旅小镇及文化产业

园区、房车及露营装备等;交易互动区主要包括旅行社及

各省级旅游购物示范点集中展示交易区、美食展区、动漫

及文创商品展区。

旅博会将呈现湖南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各项成就，

搭建省内外文化旅游业界交流平台，更将充分展示我省

文化旅游产业多个领域的新业态，为市民呈现一站式的

特惠文化旅游体验及消费场景。

展销合一，呈现规模庞大的专业房车展区

在展会现场，除了来自全省各地的旅游风物、美食和民

俗表演，还将为观展市民打造“沉浸式”的文化旅游消费体

验，全省的旅游购物示范点也将在展会现场集结亮相，为市

民提供来自全省各地的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外场的专业房

车展区，将汇集中南五省片区房车联盟各类新型房车、露营

装备，呈现湖南近年来规模最庞大的专业房车展区。

助力复苏，举办产业投融资、项目对接等活动

旅博会期间，将同步举办多场重量级专业活动，联动

省内外文旅官方机构、金融机构、目的地、文旅运营企业

等上下游文旅资源供应商，搭建业界交流平台，构建文旅

资本融通新渠道。其中，将于 9 月 25 日举行的 2021 湖南

文化旅游产业投融资大会暨重点产业项目对接活动将推

出一批文旅产业创新金融产品，发布 208 个重大招商项

目，融资需求达 5870亿元。

来自全省各市州的景点和旅企将通过集中展示、项

目推介、现场交易等方式，充分激发因疫情所抑制的居民

文旅消费需求，推动行业经济、品牌、人气尽快复苏。

▲ ▲（上接1版①）

在 2020 东京奥运会举重女子 49 公斤级比赛中，郴州

桂阳籍运动员侯志慧为我省夺得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

在 2020 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 67 公斤级的比赛中，益

阳伢子谌利军以抓举 145 公斤、挺举 187 公斤、总成绩 332

公斤获得金牌。

49名特色餐饮企业厨师在长竞技
网络达人线上直播，参展观众线下品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