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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
书记给陕西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学生回信，祝他

们和全国各族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并勉励“希望你
们多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

（6月 1日《中国青年报》）
“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全世界儿童共同的节日，这

一天，孩子们享受着节日的快乐，感受着生活的幸福。
但儿童节的来历却鲜有人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 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利迪策村的全部婴儿，
为了悼念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
将每年的 6月 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

战争的阴影已经散去，但惨无人道的屠杀却不应
该被忘却。 为了给少年儿童一个远离战争、充满希望
的未来，全世界亿万英雄投身战争，与法西斯、种族主
义、恐怖主义等邪恶势力作斗争，用流血牺牲为少年
儿童捧回了一个和平安详的今天。

世界和平离不开英雄，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更
离不开英雄。 他们是李大钊、瞿秋白、闻一多，他们是
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他们是钱学森、王进喜、杨利
伟……他们为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抛头
颅洒热血，贡献青春年华，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英雄，
更应该是少年儿童的英雄。

英雄模范创造了美丽的新世界，但英雄的故事却
在渐渐被人们遗忘，特别是在和平年代出生和成长起
来的孩子，他们心中的偶像大多是影视艺人、体育明
星、企业老板，也许是时间离得太远，也许是社会舆论
的引导，英雄模范没能在他们心中留下印记。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5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正式施行，英雄烈
士事迹和精神的宣传教育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我们
的时代在呼唤英雄的回归。

让英雄模范成为童年偶像， 并不是要少年儿童去
做英雄，而是教导他们从小拥有远大的理想、宝贵的勇
气和拼搏的精神，在力所能及的小事中磨砺意志，在英
雄模范的故事中成长，将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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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

为教育，捧着一颗心来
———衡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优秀班主任申建新素描

6 月 4 日上午，山东省实验中学的高三学生上
完了高考前的最后一课。 在最后一课上，学生和老师
们互相送上祝福和鼓励，教室内充满欢笑与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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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理工大学，该校学生会征集了 520 句对学校、老师、
同学表白的“情话”，贴满了该校香樟食堂外的阶梯，“情话阶梯”让
学生们将平时想说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大胆地表达了出来。

安源 摄

点评：有的爱化作了言语，有的爱写成了文字，形式不重要，重
要的是要有说出这份爱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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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教育系统三招提升行政效能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凌铭 李青 杨信

“仅用了 8 天时间就取得了市教育局颁
发的办学许可证， 一般都要 17 个工作日的，
现在办事效率没得说！ ”5 月 31 日，永州市雅
思高级中学举办者向记者说起申领办学许可
证的过程。 他表示，当初提交申请资料后，做
好了来回“折腾”的心理准备，没想到一次性
就办结了，让他深刻感受到了高效和便利。 他
的经历也给正在申办许可证的 3 家民办学校
吃了一颗定心丸。

据了解，今年以来，永州市教育局积极开
展“执行力提升年”活动，通过提升审批速度，
督办重点工作，让干部职工把业务难点、疑点
摸清吃透等方式全面提高教育系统工作效率

和质量，切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审批提速：

不仅有“一站式服务” 更有“上门服务”
根据永州市教育局提升执行力的规定及

细则，2018年 4月 4 日，永州市教育局正式成
立行政审批科， 专门办理民办学校办学许可
证审批及教师资格证的认定， 规范并精简审
批流程，大大缩减办结时限，提供“一站式服
务”，方便快捷。

“提交申请后，消防检测发现教学楼、宿
舍楼的楼梯设置不合规定， 房屋安全检测也
存在一些细小问题。 ”雅思高级中学举办者告
诉记者，当很多细小环节堆在一起时，感觉有
点无从下手，好在永州市教育局局长张建坤、
副局长陈泽利为他指明了方向。 张建坤、陈泽
利先后 5 次前往学校， 提出了关于楼梯设置

方位的意见，并根据招生人数计算房屋承重，
提出食堂房顶换成石棉瓦等多项意见。

陈泽利表示， 民办学校举办者提出办学
申请后，消防及房屋安全检测报告是基础，但
很多细节问题容易被忽视。 教育局相关领导

“上门服务”，指导更具针对性，大到教学楼、
宿舍楼、运动场等硬件设施的建设，小到教师
队伍结构的学历、职称、各科任老师占比等软
件要求。 目前，永州海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田德恒高级中学、 湖南龙翔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也正根据整改意见提升建设步伐。

创新服务：
督办重点工作 确保“言必信”“行必果”
“2018 年 5 月 21 日，到永州市政协委员

万萍办公室当面报告潇湘技术学院老校区改
建成永州八中分校的决定，万萍表示满意。 ”5

月 31 日，在永州市教育局办公室，记者看到
了一叠《建议提案办理沟通联系表》，上面用
工整的笔迹详细记录了永州市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建议和提案办结进度。

“今年我们要办结 78 件提案，根据提案
涉及到的部门分配办理任务， 在 4 月初下发
了实施方案，明确了时间节点和工作节点。 ”
永州市教育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
任务分解目标，5 月份， 所有提案经办人与人
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会面， 并呈送初步答复意
见，6月份基本能完成提案办结。

（下转 03 版）

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湖南新闻奖名专栏

本报记者 胡荧

高考前夕， 衡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高三 297 班班主任申建新一刻不敢放
松，班上 50多名学生和自己的孩子即将
参加高考。此时，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们
能考出好成绩。

“学生的成功就是教师的事业。 ”申
建新以此为目标， 在三尺讲台上辛勤耕
耘。 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申建新有 18
年班主任经历，这一年是她第 12 次担任
高三班主任， 在她看来，“每一名学生的
高三都值得老师用最大的热情去迎
接。 ”

2016 年，申建新任教的班级转来了
一名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学生小成， 他的
成绩在全校前二十名， 但他不能很好地
控制自己的情绪，动不动就摔东西。每当
此时， 申建新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小成
身边，她一边轻拍他的后背，一边安慰他
控制好情绪，并和他一起收拾残局。“像
这样的学生你只能一点一滴去感化他，”
申建新说。时间长了，小成也或多或少能

理解她的用心良苦。现在的小成生活基本
能自理，学习也很努力。看到小成的变化，
他在医院的纠正老师都感慨，“小成能从
高中顺利毕业，他的老师是了不起的。 ”

“带好学生是教师的职责和良心所
在，每一名学生都很重要，无论他是特殊
学生，还是问题少年。 ”从事教学以来，申
建新秉承着这样的教育观，“一双眼睛看
不住几十个学生，而一颗爱心却可以拴住
几十颗心”。

申建新一直从事思想政治科目的教
学，负责学校心语室的工作，是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 她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绝大多数学生都不甘落后。 每次月考
后，她都会请班上第一名和进步最大的学
生谈心得，既激励了演讲者的信心，又让
其他同学有了努力的方向。除了精神奖励
外， 申建新也注意选择适当的物质奖励。
比如学生生日时，她会及时煮好鸡蛋送给
他们；学生表现好时，她会奖给他们一些
学习用品……

学生成长的同时，申建新也发生了变
化，起初，她总觉得学生就像莲叶上的露

珠一样，吹不得，碰不得；现在不一样了，
用她自己的话说，“恰恰是更爱，让我的心
越来越狠了。 ”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申建新到班上查
看学生返校情况，发现陈宇穿着一身有破
洞的衣服，头发还乱糟糟的。 这要是在以
前，申建新肯定会“手下留情”，但现在的
她不同了， 她不能接受学生这般模样，要
求他马上换校服、剪头发。 事后，陈宇给她
写了一封信，信里列举了申建新发生的变
化，觉得“老师不爱他们了”。思虑再三，申
建新给陈宇回了一封信，她写道：“你的责
任是学习知识，长成国之栋梁；我的责任
是教书育人，磨玉成器……”陈宇读懂了
老师的真心，变得积极上进了。

为教育，捧着一颗心来。 申建新用自
己的拼劲和真诚走近了学生，并感化了学
生，成了学生们最喜欢的老师。课后，总会
看到三五个学生围在申建新的左右，快乐
地话着未来。

提速审批 创新服务 解决痛点

致童心也致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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