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李志美 记者 徐亚

平） 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近

日公布， 湖南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彭时代教

授的“地方理工院校艺术素养教育研究与

实践”被评为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充分展

示了该校艺术素养教育的实力和魅力。

湖南理工学院一直把艺术素养教育作

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 坚持把

艺术素养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学

院实施“三高工程”,即弘扬高雅艺术、培养

高超技能、陶冶高尚情操，构建以艺术素养

教育为主体的校园文化。 探索、形成了符合

地方理工院校特点的公共艺术教育“一四

三”模式：即一个方向，四类课程，三个平

台。 学校还开设了艺术素养必修课程、选修

课程、渗透课程和潜在课程；建立了以大学

生艺术节为主体的校内活动平台、 以大学

生社团为载体的艺术组织平台、 以社会服

务为主要内容的校外艺术实践平台。 学生

可根据自身艺术兴趣爱好和特长， 选定一

个自己喜爱的艺术发展方向。

经过 10 年的艺术教育实践，学校艺术

氛围日益浓厚，学生艺术素养明显提高。 在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 成绩连续两

届居全国高校前列，两次获得优秀组织奖。

其中在 2009年 3月举办的第二届大学生艺

术展演中获得 6项一等奖，名列全国高校第

二； 公共艺术教育类教学成果两次获湖南

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以艺术素养教育为主

要内容的校园文化建设项目在全国高校校

园文化建设评比中获奖。 学校被教育部评

为“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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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源培兰助学会

7年奖助 3000学子

隆回万和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 定期请县交警大队

的民警进课堂给学生上交通安全课， 并把交通安全法规编成流行歌曲

教学生唱，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明显增强。图为民警在教学生唱交通安

全歌曲。 隆回县岩口中学 罗理力 摄

湖南理工学院

教学成果获国家大奖

本报讯 （龙红年 龙明伟） 日前，涟

源市安平镇党委政府和涟源市培兰扶贫

助学会举行了一个简朴的仪式，对今年考

上二本以上大学的本镇 91名学子， 各奖

励 1000到 2000元不等的奖金。 并在教师

中评选出在山区工作 10年以上的 5 名优

秀教师作为“培兰之星”， 每人奖励 3000

元。 至此，成立 7年的涟源市培兰助学会

已累计扶助奖励学子近 3000人。

安平镇地处涟源市西北山区，办学条

件较差，老百姓也不富裕。 几年前，这里的

中小学校舍多为陈旧的老式建筑，年久失

修。 特别是 2005年“5.31”特大洪水之后，

不少学校教学楼已成危房。 有的班级只好

租借农户房屋上课。 近 4年来，镇党委镇

政府将教育发展列入重要工作议程，充分

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掀起了改善办学条件

的热潮。

安平镇党委镇政府精心组织，成立了

“涟源市培兰扶贫助学会”， 镇里 21 位煤

矿主和学区主任主动出资参与。 从 2003

年至 2007年上半年，“培兰” 共资助了近

3000名贫困中小学生圆满完成学业。 2006

年， 国家对九年义务教育免费后，“培兰”

将重点转到奖励、资助本镇的高中生和大

学生，并且将每年的 8月 26日定为“金秋

奖学助学日”。 对考上一本的学生奖励

2000元，二本学生奖励 1000元，贫困学生

再加 1000元。 奖学助学行动，给安平学子

注入了强大动力，为贫困学生解除了后顾

之忧。 4年来，每年受奖的学生不断增加，

2006年 35人，今年已达 91人。

欧洲领先动力

◆源自欧洲 4Gi-WT发动机，进气连续可变气门机构（WT）技术降低油耗，提高

扭矩，功率达到 95KW-125KW,排放达欧 IV，百公里等速油耗仅 7.2升

欧洲安全标准

◆配装 ABS+EBD，拥有全车安全带，安全气囊等更多人性化主、被动安全装置；

◆首家实现欧系MPV无改装漂移，底盘可靠安全

超大商务空间

◆欧洲MPV领无的空间开发理念，乘客座椅可以 360度旋转，方便商务洽谈

◆1826mm超宽车身，车内空间比竞品车型增加 1.3m3，成就更大商务空间；

欧式尊崇造型

◆精致饱满的时尚车尾，兼有铝合金迎宾条脚踏板等人性化装置

◆欧式令表台及中控台，豪华舒适造就欧式商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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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耀成） 义务教育合格学校

建设是省委、 省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要项

目之一，花垣县切实采取措施，保证了此项

目的全面快速推进。 截至目前， 已投入

1082.3万元，完成了年总工程量的 91%。

为快速推进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

该县参照省教育厅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

准，积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相继出台了

《花垣县为民办实事实施意见》、《义务教育

合格学校建设评估规划》等，采取财政投入

为主、 部门支持配合等方式加大项目投入

力度。 到目前为止，仅财政投入就达 800多

万元，其它渠道投入达 200多万元。

合格学校的全面快速推进，使“教育

民生”大为改善，全县近 50000 名学生有

了安全、舒适的学习场所，用上了崭新的

实验仪器和图书。 14000 多名住宿生免费

住进了新的宿舍。54名学龄孤儿实现了集

中供读、供养，为群众直接或间接减轻教

育经济负担 1200多万元。 与此同时，教育

教学质量大幅提升。 百名童声合唱团今年

春节入选并参加全国优秀特长生央视联

欢晚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整体成绩居湘

西州八县（市）第 1位。 边城高级中学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一次性合格率居全省非重

点示范校之首。

花垣推进合格学校建设显成效

“推门听课”保证课堂质量

本报讯（通讯员 彭科 向洪清 李代春） 本学期

来，保靖县雅丽中学实行“推门听课”制，截至 10月 23

日，教师累计听课 37堂，认真评课 37次。 有效摒除了

以前少数教师仅凭课本就进课堂的不良现象，对教师

备课、上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证了课堂教学质量。

开学初，该校开始实行“推门听课”制。 校委会成

员、教科室主任和各学科带头人，事先不通知上课教

师，采取随时推门听课的方式，主要对本期新调进教

师的上课情况进行检查。 听课人员如实记录教师上课

情况，进行认真评课。 对无教案上课的教师提出严厉

批评，责令其改正。 对每一位教师的不足及缺点一一

指出，优点及长处及时肯定。 每个周五中午教师按学

科分组，集中研讨安排下一周的工作安排。 要求全体

教师必须充分备好每一堂课，做到备教材、备学生、备

教法等，杜绝无教案上课。

“鱼片”刘朝华

获首届湖南十大“爱心名片”

本报讯（彭新平） 10 月 22 日晚，湖南首届爱心

名片颁奖典礼在长沙举行。 炎陵助学义工“鱼片”刘朝

华获此殊荣。

刘朝华原是炎陵县教育局专职司机、 青年志愿

者，“鱼片”是他在“华声论坛”的网名。 刘朝华长期热

心公益事业，资助贫困学生。 去年 8月 17日，他在外

出走访贫困生途中遭遇车祸去世，年仅 31岁。 刘朝华

的事迹经媒体广泛报道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炎陵

县委、株洲市委和湖南省委先后作出《向刘朝华同志

学习的决定》。 相关部门分别追授刘朝华“湖南省优

秀共产党员”、“湖南省道德模范”、“中国杰出青年志

愿者”、“湖南省杰出青年志愿者”、“湖南青年五四奖

章”、“湖南杰出金牌义工”称号。 在其精神感召下，炎

陵县今年“五四”青年节成立了刘朝华志愿者服务队，

炎陵义工社也不断壮大，先后吸引近千人参加。“被人

需要就是最好的需要”，这是“鱼片”刘朝华说的一句

话。 如今，这句话传承给了更多的志愿者。

广州军区支教桃源希望小学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志军)10 月 23 日，桃源县“三

元潭八一希望小学”举行隆重揭牌仪式。 广州军区政

治部副秘书长王致， 湖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胡建，

常德市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恒洲，桃源县委副书记唐

汇诰等军地领导及县人武部、县教育局、茶庵铺镇主

要负责人出席了仪式。 唐汇诰代表县委、县政府对广

州军区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三元潭八一希望小学原名三元潭完小，原校舍陈

旧，校园环境差，教育教学条件相对落后。 广州军区于

2008年捐资 50万元建学生公寓一栋， 工程已于今年

3 月峻工使用，建筑面积 796.6 平方米；2009 年，再次

投入资金 17.8万元，新建校门和硬化校道，并对教学

楼等用房进行了改造维修。

揭牌仪式上，广州军区政治部群工处处长王德昌

代表军区领导机关，向三元潭八一希望小学捐赠联想

电脑 10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