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3 日，湖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现场推进会议在衡南县举行。省委副书记乌兰

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特别

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落实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积极推广“衡南经验”，用心用

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推动全省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见到新气象、开创新局面。

位于湘南腹地的衡南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教育强县、不是老牌高考名县，为何一场全省性

的重要会议会放在衡南？这源于衡南县委、县政

府多年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带来的深

厚积淀，更源于省委高瞻远瞩，在衡南开辟教育

改革“试验田”注入的强劲动力。

勇当改革“排头兵”

2019 年、2020 年，衡南县先后被省委定为全

省校联体改革“三三五”工程试点县、“家校共育”

试点县。在各级政府的指导关怀下，在各级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衡南县巧借东风行大船，从

“立根本、谋未来”的高度，以前所未有的大手笔、

大决心、大气魄推动校联体改革“三三五”工程和

“家校共育”试点工作。

教育改革被列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专班，

举全县之力推进。“三三五”工程由县委书记担任

领导小组组长，县长任常务副组长，县“四大家”

联系、分管教育工作的副职任副组长；“家校共

育”工作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任组长，县委相关

部委、教育、妇联、财政、民政等部门组成的县齐

抓共管青少年教育和全面推进“家校共育”工作

领导小组。

县里出台了《衡南县教育改革工作实施方

案》《衡南县教育改革“三三五”工程重点任务推

进工作方案》《衡南县全面推进“家校共育”工作

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配套专门的工作经费，

建立从上至下多级考核机制，全面筑牢组织、机

制、资金等各项保障。

牵好改革“牛鼻子”

“穿袄提领子，牵牛牵鼻子”。面对改革的复

杂形势和繁重任务，衡南县扭住关键，既抓重要

领域、重要任务、重要试点，又抓关键主体、关键

环节、关键节点。

针对乡镇学区制管理机构臃肿，教育资源不

均衡，农村学校教师“派不去、留不住”等焦点难

点问题，衡南县取消了原来的学区制（中心学校）

管理，以乡镇（或街道）为单位，以一所教育质量

较好、规模较大、教育设施设备较先进的初中学

校为主校区，区域内其他中小学或者教学点为分

校区，成立了 23 所联合学校。主校区负责统一调

配区域内教育资源，管理所辖各校区的人、财、

物 、事 。 县 里 搭 建 了 组 织 、信 息 、共 育“ 三 个 平

台”，坚持投入保障、人才配备、待遇落实“三个优

先”，实现登台授课、教师调配、财务管理、教学教

研、学校建设“五个统一”。

“家校共育”工作则按照“一套机制”（青少年

儿童教育齐抓共管机制），“两支队伍”（培养家庭

教育指导师队伍、家长志愿服务者队伍），“三类

学校”（设立学校家长学校、村<社区>家长学校、

网络家长学校），“四个平台”（搭建家校沟通平

台、家校互动平台、家校交流平台、家校信息平

台），“五项活动”（开展家长培训活动、劳动实践

教育活动、结对关爱活动、学校开放日活动、心理

健康教育服务）的“12345”总体思路，积极构建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工作格局。

两年来，全县教育改革硕果累累，城乡教育

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大步迈进，青少年心

理健康教育成效显著，全社会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衡南教育改革深受广大乡村教师积极支持

和学生家长广泛好评，得到上级领导及各方高度

关注。衡南县校联体改革“三三五”工程成功入

选“2020 年湖南基层改革探索 100 例”，“三三五”

工程的衡南经验、“12345 家校共育的衡南模式”

多次被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重点推介。

衡南县校联体改革“三三五”工程、家校共育试点工作观察（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迈入新时

代，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从“有学

上”到“上好学”转变，为基层教育出

了城乡教育优质均衡、青少年心理健

康等一道道新试题。

作为我省校联体改革“三三五”

工程、家校共育“双料”试点县，衡南

县秉持使命担当，坚持问题导向，以

高质量改革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努

力答好新时代中国教育的“时代之

问”。

改革改出的“衡南经验”
——衡南县积极回应新时代县域教育之问

彭国军 王珊 肖力元 刘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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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26日讯（记者 李寒露 通讯

员 向晓玲）9月 17日上午，湘西州泸溪县白沙片区，10余名工

作人员熟练地操作着无人机，开展日常巡河。与此同时，不远处

的浦市古镇沅江边，另一拨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组成的联合

巡逻执法队正紧急出动，对一起疑似违法捕捞行为现场执法。

泸溪是长江流域禁捕退捕重点县，该县成立了以县委书

记、县长任“双组长”的禁捕退捕领导小组，出台了《沅江泸溪

段、武水泸溪段 10 年禁捕方案》，并创新县乡村“三级联动”

禁捕巡护机制，实现溪河监管全覆盖。同时，该县加强船舶污

染和釆运砂船治理，取缔沅水干线境内 14处非法码头，拆除

4 处有机械设备的砂石码头，依法关停 2 家采砂权拍卖受让

公司，并依法取缔五强溪库区、沱江河溪电站库区重点水域

网箱养殖，加强坝前垃圾整治和河道保洁。此外，该县加强水

资源保护，完成了 7 条县级河流和 4 座中型水库“一河一策”

方案并整治到位，对沅江、武水等 16 条河流 450.6 公里河段

进行划界，完成 243 处取水工程整改提升，县境内水源地水

质考核全面完成，均达到Ⅱ类以上优良状态。

务实的举措，换来了江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和

群众的点赞。在沅江流域泸溪段的 45.5 公里和沅江支流武

水段的 55.5 公里水域，江清河静，鱼翔浅底。“我们坚决扛牢

‘守护好一江碧水’政治责任，把推进河流保护治理与建设

美丽泸溪结合起来，推动河长制从‘有名’‘有实’向‘有力’

‘有效’转变，努力把‘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做成泸溪的生

态名片。”泸溪县委书记彭武学坚定地说。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26 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李美佳）“10 多万元的辛苦钱终于拿回来了。”前不

久，在张家界市永定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教字垭镇粟

某等 11位农民工拿到了拖欠近两年的工资。

今年以来，该区政法系统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紧密结合，紧扣“干警受教育、群众得实惠”的

工作目标，推出 9 大项“为民办实事”项目，切实解决群众

关切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其中，区委政法委大力推进

“智安家庭”“雪亮乡村”视频监控建设，区公安分局重拳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区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一

站式”询问救助中心，区法院创新“诉源治理”模式让纠纷

止于诉前，区司法局积极落实“法援惠民生”工程，一系列

惠民利民措施得到广大群众认可。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

展以来，该区处理各类突发事件 160 余起，受理弱势群体

法律援助案件 370 余件，成功化解矛盾纠纷 1500 余件。

特别是今年疫情期间，永定区广大政法干警坚守一线、

日夜奋战，用实际行动检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成效。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就是我们的分内

事、紧要事、重要事。”永定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

戴必欣说，一件件、一桩桩“为民实事”的落实落地，既提

高了人民群

众 的 幸 福

感 ，也 凝 聚

了党员干部

为民服务的

赤子心。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26日

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周晓文 石美

霞）9 月中旬，安乡县大湖口镇天福村

村民徐爱民从安丰乡赶完场，驾驶三

轮摩托车，经张九台大桥回家。“以前

赶场，要绕道 40 多公里，排队乘坐轮

渡。现在修了大桥，往返一趟节省两三

个小时。”徐爱民说，大桥修到村门口，

村民出行方便、安全，省时、省力。

安乡县大湖口镇和安丰乡隔松滋

河相望，以往村民往来只能绕道、乘坐

轮渡。2017 年 5 月，安乡县投资 2.4 亿

元，启动张九台大桥建设，桥长 2272

米、桥宽 11 米。今年 9 月，大桥建成通

车，极大地改善了安乡县西北部路网

通行能力，实现安乡县、津市市、澧县

和湖北省公安县、荆州市的畅连畅通。

该县北连长江、西接澧水、南通

洞庭湖，境内河网密布、沟渠纵横，是

名副其实的“水窝子”。“2014 年初，全

县有 180 处渡口，农村桥、涵众多，县

域交通十分不便。”安乡县交通运输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解决交通瓶颈

问题，安乡县开展交通大会战，举全

县之力修路架桥。

7 年来，该县投资 13.5 亿元，新建

大杨树大桥、官垱大桥、陆家渡大桥

新桥等 6 座大桥，建成 G56 杭瑞高速

安乡段，改建、修复 G353、S228、S230

等 7 条国、省道安乡段。路网布局得

到优化，有力支撑安乡县域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

安乡县启动农村危桥改造工程，

5 年来完成大小危桥改造 320 座，有

效解决了百姓出行难、农副产品运输

难等问题，城乡交流日益顺畅。

“十四五”期间，该县还将建设马

坡湖大桥、芦林铺大桥等一批新桥，

进行 200座农村公路危桥改造。

株洲大丰站
往返长沙南站公交开通

全长52公里，全程票价2元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26日讯（记者 张咪 通讯员

宋律 刘笑贝）9 月 26 日，株洲大丰站至长沙高铁南站的

CZ1 路城际公交线路启动运营，当天早上 9 时 30 分许从大

丰站发车，单程耗时约一个半小时，标志着长株潭一体化发

展和长株两城交通同网、互联互通、集约高效、智慧绿色的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迈出新步伐。

CZ1 路城际公交线路全长 52 公里，途经城铁大丰站（株

洲）、株洲职教城（虾塘）、云龙区管委会、云龙凤凰谷、总部

经济园（板塘）、方特、绿地 21 城、经投双创园（洞株路）、跳

马、环保大道圭白路口（比亚迪厂）、毛竹塘、长沙火车南站

（高铁站）12 个站点；返途多增 1 个万达广场站点，共设计 13

个站点。10 月 8 日前实行免费试乘；10 月 8 日正式运行后，每

天往返 8趟，全程票价 2元。

株洲经开区相关负责人介绍，CZ1 路城际公交线路的

开通，将为长沙雨花区与株洲经开区沿线产业园区居民提

供更加便利的出行服务，有利于株洲经开区聚集省城人才，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汨罗新文学地标
“韩少功文学馆”开馆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 26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欧阳林 张为）9 月 26 日，“韩少功文学馆”在汨罗市三

江镇八景村开馆，成为汨罗一个新的文学地标。海南、湖南

两地众多作家、学者到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在这“山南水北”的八景峒，著名作家韩少功从 2000年起，

每年待上半年，过起了晴耕雨读式的农家生活。汨罗的山水人

情成为韩少功文学的根，他的作品中，《西望茅草地》《飞过蓝

天》《爸爸爸》《马桥词典》《山南水北》等都充满汨罗元素。

今年 7 月起，汨罗市三江镇将毗邻韩少功居所的一栋闲

置旧校舍进行改造，耗时 3 个多月建成“韩少功文学馆”。该

馆面积 1200 平方米，涵盖大量的照片、作品和知青年代的实

物，映现出韩少功几十年的文学时光和其深刻的文学内涵。

汨罗市政协主席彭千红说：“我们选定韩少功生活了几十年

的特色场景，在大山深处成立韩少功文学馆，主要是对其文

学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齐拢’和‘收蔸’。”

推动河长制从“有名”“有实”向“有力”“有效”转变

泸溪多举措推进河流保护治理

群众操心事就是干警分内事
永定区政法系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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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26日讯

(记者 卢嘉俊 通讯员 龚卫国 祁春华)9月

24日，清晨一大早，江贤忠照例带上麻袋和

垃圾夹，带领护河员到溪边走上一圈，巡视

村里的河道环境。作为芷江侗族自治县水宽

乡柘莲村的村级河长，江贤忠每天都要对河

道进行巡视清理。

芷江积极落实“流域+区域”网格化

管理体系，明确县、乡、村三级河湖长 380

人，实现全县河湖全覆盖、无盲区。同时，

探索“河长制+研学政”河湖生态环境治

理新模式，治水向沟、渠、塘等小微水体

延伸，守护水系“毛细血管”；建立健全

村、组河长制河湖管护网络，引入社会化

治理手段，聘请专业护河员，将水面岸线

垃圾清理纳入乡、村河长制工作的重要

内容，对水域岸线进行长效保洁；设立民

间河长、河道警长及 120 余支“河小青”志

愿 服 务 队 伍 。芷 江 还 通 过“ 河 湖 长 +司

法”，目前共清理非法占用河道岸线 100

余公里，清除流域水白菜、水葫芦等水生

植物 12 万平方米，拆除违章建房 8000 平

方米，整治城市、农村黑臭水体 5000 米。

随着河长制的深入推进，芷江先后

荣获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全国水利风

景区等多项“国字号”荣誉称号。如今，从

芷江蟒塘溪电站顺 水河而下，只见水

面宽阔，白鹭翩翩，两岸植被葱郁。经过

多年综合治理后的 水河芷江段沿线，

俨然一条美丽的生态画廊，成为市民休

闲散步的好去处。

河湖通畅 人水和谐

芷江全面筑牢
水生态屏障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 月 26 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曾昭阳）9 月 26 日一

早，澧县金罗镇金鸡岭村种粮大户张劲松来

到田里放水。“这水是从山门水库干渠引来

的。这次灌溉后，我家这片 500 亩晚稻，再过

一个星期就可以收割了。以前天旱，收成难

保。今年天旱，水稻都没干着，照样丰收。”

澧县山门水库关系着下游 6.75 万亩农田

灌溉和 30 万人口的饮水安全，但水库集雨面

积小、库容小，导致用水缺口达 4000多万立方

米，饮水灌溉矛盾频发。今年 6月至 9月 25日，

澧县累计降雨 392.3毫米，比历年同期少 195.2

毫米，偏少 33.2%。

针对山门水库灌区用水矛盾，澧县防汛

抗旱指挥部科学调度，将山门水库、太青水库

的灌溉用水、防汛蓄水泄洪的闸门启闭权，从

乡镇上收县防汛办。同时，精准施策，多渠道

蓄水保水，实施库库连通引水，把涔水上游的

太青水库与下游的山门水库连通，将太青水

库富余的 1500 多万立方米水引到山门水库。

抢抓机会闭闸蓄水，3 次实施人工增雨，并投

入资金 170 万元，对 21.5 公里太青山门灌溉

渠道护砌，维修 10 多个挡水涵闸，减少渠道

渗漏。

目前，山门水库蓄水达到 8100 万立方米

以上，全县未发生大面积干旱，粮食作物稳产

丰收，山门中型水库灌区实现人有水喝、稻田

不“渴”。

县防汛办统一调度全县水库用水

澧县精准施策解决饮水灌溉难题

趣味农事
9 月 26 日，新田县

枧头镇云溪欧家村，村

民在参加运红薯比赛。

当天，该县举行首届“新

田红薯”文化艺术节，村

民进行了运红薯、剁辣

椒、捉鱼、抓鸭等趣味农

事竞赛活动。

钟伟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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