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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祖国自豪”
—湖南师生收看庆祝新中国成立
——
70 周年大会，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 王燕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的所有画
面都让我无比激动、 骄傲！ 我为祖国自
豪！ 我爱你，中国！ ”10 月 1 日上午，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在北
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湖南众多师生
收看了国庆盛典，大家心潮澎湃、感慨万
千。
伟大时代，同心共圆中国梦

庆典上，当 7 万羽和平鸽展翅高飞，
7 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歌唱祖国》的激昂
乐曲、歌声在整个广场回荡，湖南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基础课部老师曾红艳感到振
奋。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
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
岁！ ”曾红艳告诉记者，当习近平总书记
喊出这口号时， 一起观看直播的的师生
激动得欢呼。“这是新时代最强音。 它必
将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团结一心、 同心
共筑中国梦的无穷力量！ 我将以此为动
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刚参加完军训又观看了阅兵式，长
沙市一中的高一新生刘傲之直呼“中国

不管身在何处，祖国是我们永远的牵挂

“当 70 响礼炮在天安门广场鸣响
时，我浑身充满了爱国激情和力量。 在历
史课本中，我知道了，中国从炮火声中走
来，经历创业、建设、腾飞等不平凡的岁
月，很不容易。 看到阅兵仪式上英姿飒爽

本 报 讯 （通讯员 聂 方 勇 黄 沛
林）日前，麻阳苗族自治县文明办、县

通讯员 邹婧

军魂威武！ ”他说，
“
我们青少年更要怀揣
爱国精神，肩负振兴中华的责任！ ”
“今年有几十万中国人参加了现场
庆典，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
当国旗护卫队的军人们踏着铿锵有力的
步伐走向升旗台，当礼炮在天安门广场响
起，当五星红旗徐徐上升，长沙实验中学
C1901 班的邹香儿在电视机前起立，高唱
国歌。“
让我骄傲的是我的姑姑和姑父参
加了今年的阅兵仪式。 姑父一直坚守一
线岗位，姑姑日夜训练，当姑姑的方阵在
天安门广场走过的时候，我非常激动。 而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空中护旗方队，因
为我的理想就是飞向蓝天，保卫我们伟大
的祖国，我也期待有一天我可以和姑姑一
样， 在阅兵仪式上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检
阅。 ”邹香儿说。

麻阳：公益小天使为
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助力

的人民军队、威武的战车、翱翔的战机，
我深切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俄罗斯圣彼
得堡国立大学旅游专业的学生华利激动
地向记者表示：“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您永远是我们的牵
挂！ ”
华利告诉记者， 作为一名已经在国
外求学三年的中国湖南人， 无论自己走
到哪里，飞得有多高，心系祖国、爱国的
情感永不变。
同样感同身受的还有在白俄罗斯国
立大学网络新闻专业学习的大一新生邵
子川：“
《我和我的祖国》 的歌声一出，我
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从长沙来
到国外后，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听到这首
歌，眼泪就会夺眶而出，我想这是身在异
国他乡的学子才有的体会。 ”
2018 年， 长沙土生土长的妹子张天
爱奔赴日本大学留学， 她坚定地表示，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人民幸福安
康！ 我将更加努力地学好建筑专业的知
识，学成后，我要回到祖国，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

教育局、“麻阳爱在苗乡”志愿者协会
共同组织公益小天使和家长走进该
县长河公园开展文明劝导活动，以劝
导市民保护环境，不乱丢垃圾；劝导
吸烟市民少抽烟、不抽烟，爱护自己
和他人的身体健康为活动内容，为创
建国家卫生县城助力。
活动中，60 多名公益小天使和家
长们来到长河公园内，手拿垃圾袋奔
赴不同场地，对市民乱丢垃圾、采摘
花朵树枝、踩踏草地、跨越安全护栏
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引导广大市
民摒弃不文明行为，爱护公园内的一
草一木。
开展此次文明劝导和志愿服务
活动，旨在倡导和践行“友善、互助、
敬业、奉献”的文明风尚，增强全县市
民文明游园的意识，吸引更多人关注
和参与到创建活动中来，在全县上下
营造良好的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氛围。

湘西州：举行首届
生物教师教学竞赛
本 报 讯 （通讯员 龙 勇 张 清 忠

石门：
道德讲堂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覃业 彦 贺 全 支） 9 月
26 日， 石门县壶瓶山镇中心学校道德故事
演讲在校园上空激情回荡。这是该县道德讲
堂进校园活动的又一幕。当天，共 1500 余名
嘉宾和师生同堂沐浴道德洗礼。
近年来，由石门县关工委、县文明办、县
教育局、县老干局、县妇联、团县委、县司法
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道德讲堂进校园”活
动，已成为学校德育工作和文明校园建设的
有效载体。 每年都围绕一个道德主题按照
“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
教身边人”的创新思路来组织开展，并把内
容丰富的道德讲堂巡回送到基层乡镇学校。
活动的过程包括做反省、唱歌曲、讲故事、诵
经典、发善心、送吉祥六个环节，
“
守初心，担
使命”成为本次校园道德讲堂的主旋律。

（上接 01 版）
义务教育普及率巩固提
高。 推进实施高水平、高质量“两基”工
程，连续实施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全
市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9.96%， 适龄儿童
受教育的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
高中教育资源进一步优化。 省、市示
范性普高达 16 所，招生人数占全市普高
招生总数的 80%以上， 高中毕业生全科
合格率达 86.52%。
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形成。 初步建成
以高职教育为龙头、中职教育为主体、各
种职业培训为补充的职业教育体系，高、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分别达
85%、95%以上。
高等教育特色更加彰显。 湖南城市
学院土木工程、建筑、规划设计，湖南工
艺美院的工艺设计、装潢、湘绣，益阳医
专的血防、高护、口腔等专业，已成为全
省、全国品牌特色专业。
奋进·教育强市绘新篇

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 近年来，益
阳市委、市政府高位推进“教育强市”战

以运动之姿向祖国献礼

王凌夫） 9 月 26 日至 27 日， 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届初、高中生物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分别在保靖民族
中学老、新校区同步举行。 湘西州八
县市及州直学校选拔的 9 名选手及
100 余名观摩教师参加活动。
本次教学竞赛活动由湖南省教
育厅、省总工会发起，湘西州教体局
主办，湘西州教科院承办，保靖县教
师发展中心和保靖民族中学协办。

中方：开展
“送教培训”活动
9 月 29 日至 30 日，长沙市高新区明德麓谷学校举行第六届阳光
体育运动会。 在两天的比赛中，该校 600 多名学生参与了足球、田径、
跆拳道等 20 多个项目。 学生们以顽强拼搏的高昂之姿向祖国献上大
礼，共享运动会的魅力与欢乐。

彭静 黄蕾 摄影报道

略，先后十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市政
校园安全能力全面提高。 深入开展
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教育工作， 把加快 以大包干、大教育、大排查、大谈心、大走
教育强市建设作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 访为主要内容的“五大护苗行动”，持续
重大工程来抓，教育强市建设硕果满枝。
开展违规办学行为专项治理和中小学食
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强。 近三年，全 堂专项整治， 不断推进形成了全社会共
市整合学校建设资金 28 亿元， 新建、改 同关心维护校园安全的工作局面。
扩建学校 228 所， 增加学位 3.9 万个，消
教育精准扶贫全面发力。 每年投入
除大班额 2944 个，义务教育起始年级大 “两免一补”（免 书 本 费 、免 杂 费 、补 助 寄
班额问题基本消除。 抢抓新型智慧城市 宿生生活费 ）资金 2.4 亿元，受惠学生 36
建设契机，大力推进“益阳智慧教育”云 万。 支持湖南教育基金会、胡杨教育基金
平台应用部署， 全市实现网络教学环境 会等社会机构捐资助学， 全市建档立卡
初步普及和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学生 48700 多人，全部得到对口救助，没
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 中华经典 有一人因贫失学。
诵读全面推开，“体验式”德育、家庭教育
教师队伍结构全面优化。 建立完善
经验在全省、全国推广；大力推进文明校 了教师补充机制、培训机制、交流机制、
园创建，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测评位居全 奖惩机制， 制定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
国十三、全省第一。 全面对接“新高考”， 一系列政策措施， 教师队伍结构明显改
深化高中教育改革，营造了“质量立教、 善。 涌现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科研兴教”的浓厚氛围。“
阳光体育”蓬勃 胡进文、李能知，全国模范教师黄丽君、
发展，促推益阳羽毛球运动、定向越野运 湖南最可爱乡村教师何放明等“最美教
动长盛不衰，益阳市成为“湖南省首批青 师”群体。
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城市”。
春色满园，桃李芬芳。 益阳教育如丝

本 报 讯 （通讯员 陈 广 陆 静） 9
月 24 日至 27 日，“国培计划”（2019）
中方县
“
送教培训”初中示范教学培训
活动在该县花桥中学举行。 来自全县
112 名乡镇初中道德与法治、历史、物
理学科教师参加了培训活动。

丝春雨，滋润了万千学子的心田，一批又
一批学子从校园走向社会， 成为新时代
建设的中流砥柱。 自恢复高考以来，益阳
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总人数达
90.4 万人，其中本科录取 19.7 万人，专科
录取 22.9 万人，录入清华、北大 263 人。
招飞工作连续 33 年位居湖南省前列，累
计输送空军飞行学员 989 人，占全省“出
飞”总数的 34%。
时空穿梭，今昔对比，教育带给益阳
历史性巨变。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10 个
人中有 8 个是文盲， 到劳动力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 10.3 年； 从改革开放之初基
本普及小学教育， 到如今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达到 48%。“学有所教、人人出彩”的
益阳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0 年艰苦奋斗， 不忘初心；70 年筚
路蓝缕，硕果累累。 致敬来时路，昂首再
出发。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益阳教育人
将不忘立德树人初心、 牢记教书育人使
命， 以坚如磐石的信念、 只争朝夕的精
神，潮头勇立，扬帆远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