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为您导

3 月 5 日，雷锋家乡长沙市望城区发布《学
雷锋鼓励保护暂行办法》， 推进学雷锋制度化、

规范化、常态化。 据介绍，保护办法明确了因学雷锋受
伤、致残、牺牲的救治、救助、抚恤等措施，强化了对学
雷锋人员的权益保障。 （3月 6日《湖南日报》）

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鼓励普通人做新时代的
“活雷锋”，是一件充满正能量的事，但偶尔出现的“负
能量”，却总让我们助人为乐的手伸得有一些犹豫。 新
闻报道中，有人好意“扶起跌倒的老人”，却被误解成
“故意推倒老人”；有人见义勇为，却将自己置于险境；
有人帮助他人，利益受损却无处申诉。

人非圣贤，总会权衡利弊。 笔者以为，鼓励普通人
做好人好事，除了从小的理想信念教育外，更要有政策
的鼓励和保护。 举一个现实发生的例子，2015 年 5 月
22 日，望城区西华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周美玲，从渣
土车车轮下救出一名 3岁男孩，自己被撞成重伤。“小
英雄”周美玲的伤势牵动着大家的心，随后，望城区成
立了“周美玲同学见义勇为爱心基金”，来自当地党委
政府的救助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善款，帮助她顺利完成
手术并渡过难关。 恢复健康的周美玲，回到学校并成
为一名“雷锋精神”的宣传大使。

这是一个爱心接力的动人故事，但要让这样的故
事成为常态，让每一个“周美玲的善举”没有后顾之忧，
离不开社会共识和政策兜底。 而雷锋家乡望城的《学
雷锋鼓励保护暂行办法》就是一剂有力的强心针：“给
学雷锋人员应有的荣誉和尊重”“区财政或区见义勇为
专项资金支付”“对‘学雷锋标兵’的就业及子女就学等
给予优待”……政策给出的承诺，让人倍感温暖。

提倡“学雷锋”更要保护“活雷锋”。 又是一年 3 月
5 日，雷锋精神正融入时代的血液之中，希望《学雷锋
鼓励保护暂行办法》能让“雷锋精神”开出更艳的花，

结出更甜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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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

深山里的“妈妈老师”
———全国人大代表、常德石门苏市完小校长王怀军侧写

湖南新高考改革方案 6月底前报备教育部

春风渐暖， 在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
县观风海镇， 昔日黄沙遍地的荒坡如今已是一片
绿洲。 33年，3代人的坚守，为乌蒙山间种上了 2.7
万多亩松树。 3月 10日，沙子坡林场的护林员与他
们的孩子在林区补植树苗。 新华社 杨文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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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日，一道道红色的身影穿梭在娄底市涟水河畔，当天，
娄底六小“爱绿护绿，我们齐上阵”植树节亲子活动正在进行，父母
和孩子一起，将手绘的宣传画挂在树上，传递保护环境、爱护树木的
理念。 通讯员 初鑫 摄

点评：绿水青山来之不易，守护“绿色”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孩子的
心中，播下“绿色”的种子。

看图说话

□ 余 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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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解读六大教育热词

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湖南新闻奖名专栏

特派记者 黄京 王为薇

我省的新高考改革实施方案进展如何？
改革后高中教学模式会发生哪些变化？ 如何
确保贫困地区孩子“有学上”“上好学”……近
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
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对民生关注的新高考、
减负、大班额、职业教育、“双一流”、教育扶贫
等教育热词予以回应和解答。

多方调研拟定高考改革方案
2018年，我省高一新生将实施新高考。广

大学生和家长对于改革动向尤为关注。
目前，浙江、上海等地已经陆续出台了高

考改革方案，并付诸实施。蒋昌忠介绍，我省计
划于今年 6 月底前将改革实施方案报教育部
备案。 经教育部批准同意后，将向社会公布。

蒋昌忠告诉记者， 改革方案大的方向还
是回归公平与质量，“我们已开展多方调研，
根据湖南实际，初步拟定并先后 13 次修改完
善了《湖南省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征求意
见稿）》，目前正在向市州、高中学校和高校征
求意见建议。 ”

新高考改革将带来哪些影响？ 蒋昌忠认
为，就中学而言，新高考的实施将会产生分层
走班、师资潮汐现象、教育教学模式需及时调
整等诸多问题。 此外，还将对高中教学管理提

出新的要求。 对学生而言，新高考把“选择权”
提前给了学生，学生在进入高中时，就要根据
自身条件和志向，对未来就读的大学、学习的
专业以及从事的职业进行整体规划。

三项规范为中小学生减负
针对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 蒋昌

忠说， 湖南省教育厅今年准备采取三个规范
措施：对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行规范，对学校的
办学行为进行规范， 联合相关部门对培训机
构、培训行为进行适当的规范。

蒋昌忠表示，我省已将“不加重学生课业
负担”列入了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内容。 年内
还将出台中小学校规范办学行为的细则，从

课程课时、教学时间、学生作息时间、学生课
外作业量、 考试次数和科目等方面作出严格
规定。

为抓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今年我
省将制定出台《民办文化教育培训机构管理
办法》，加强对民办文化教育培训机构的审批
和管理。 同时，将制定全省校外培训机构专项
治理行动方案，重点整治无证办班，对升学、
通过考试或培训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
证性承诺等十种行为。 （下转 03版）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覃业彦 汪平安

“摸清留守儿童底数， 建立留守儿童
信息台账，让留守儿童保护更加精准……”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怀军为留守儿
童发声。

王怀军是常德石门苏市完小校长。
34 个春秋，她扎根偏远山区，用青春和汗
水守护留守儿童， 更让山区学校盛开现
代教育之花。

3 月 9 日，记者走进地处湘西北大山
的苏市完小， 深切感受这位被孩子们都
亲昵地称为“妈妈老师”的育人情怀。

现代教育花开山区小学
如今的苏市完小， 宽敞明亮的教室

里， 电子白板和教学电脑可供网上教学
使用。 教研楼内，图书室、阅览室、多媒体
教室、现代化的实验室一应俱全。 教学楼
墙上和走廊上悬挂着校长寄语、 书法作
品、名人名言等，就连学生食堂都有一个
好听的名字———“粒粒堂”。

而在 10年前，这里是一所十分破败的
山区小学，教师人心涣散，学生纷纷流失。

“我刚到学校时，300多名学生走得只
剩 180多人。 教室是天上下大雨，屋内下
小雨，不少孩子连课桌都没有……”回忆

过往，王怀军两鬓泛起的白发、眼角堆满
的皱纹在无声地诉说着她的努力和付出。

2008年 8月，王怀军调任苏市完小任
校长。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教师家
访，走遍了 21个自然行政村。 在她的努力
下，许多学生重返校园。

2009 年 10 月，常德市新一轮合格学
校创建工作启动。 王怀军深感这是改变
学校面貌的好机遇， 但资金短缺成了最
大的拦路虎。 王怀军奔波于市、县有关部
门之间，如实反映学校情况和困难，积极
争取外援。

夜以继日，来来往往，王怀军争取到项
目资金 98万元，争取外援资金 31万元。教
学楼、实验室、食堂、浴室、厕所相继建成。

无怨无悔为学生
“对过年父母没回家的孩子，最好安

排一次视频通话； 对留守儿童的学习用
品、 生活用品到座位安排等都要认真对
待；对行动不便的施章奕等同学，除了关
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外， 要定期安排心理
辅导……” 在京履职的王怀军挂念孩子
们，提前录制了一段话嘱咐老师们。

无论何时、何地，学校的留守儿童是
王怀军永远的牵挂。

学生覃业慧，父亲痴呆，母亲被人拐
卖。 为了不让这个孩子失学，王怀军独自

一人来到十五里外的高山上，把她从家里
接到学校读书，并包下了她一到四年级的
全部学费。

三年级学生吴远明，因为家里太穷辍
学了，王怀军前往他家劝学，但他父亲执
意不让孩子继续上学。回到学校后的那一
夜，王怀军失眠了，脑中不停浮现吴远明
家破败的房子和孩子渴望的眼神，她决定
拿出自己的工资帮助他。

在王怀军的资助下， 吴远明考上了石
门一中。王怀军专程乘车 100多公里，送他
到学校报名， 还替他交清了 2000 多元费
用。从那时起，王怀军每月给他 100元生活
费，节假日时就让吴远明住在她家。高中毕
业后， 吴远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华南理
工大学，现在是一名公司的技术骨干。

从教 34年来，王怀军为近百个贫困学
生担保或者垫付学杂费、生活费数万元。

为留守儿童如此倾心付出，王怀军还
是会有担忧，但不论怎样，她会一如既往
的坚守：“一个教师、一个母亲的本能让我
不能丢下他们， 因为他们跟其他孩子一
样，需要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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