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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开朗为农家书屋赠书
本报讯 （记者 刘伟丹 任凭 罗一飞）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副省长郭开朗来到
长沙调研农家书屋建设和“三湘读书月 ” 活
动，为望城师友图书馆、泥香书屋两家农家书
屋赠送图书，与农村青少年、农民朋友分享读
书之乐。
郭开朗一行首先来到望城县星城镇马桥河村
师友图书馆。 师友图书馆由 80 后望城女孩李芳自

筹 8 万元于 2008 年初创办， 免费向农村贫困家庭
子弟和留守儿童开放。 去年世界读书日，李芳向温
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恳请温总理为自己出资创办
的农家图书馆赠书，两周后，她收到了温总理亲笔
签名的《现代汉语词典》， 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 此后，高校、社会人士纷纷前来捐赠书籍，现在
馆内已有各类图书近 5 万册。 当日，郭开朗将三大
包书籍赠送给李芳， 鼓励她要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将图书馆做得越来越好。
为了听取来自基层的意见，在泥香书屋，
郭开朗还与农民代表座谈。 郭开朗介绍，全省
已经建起了 12000 家农家书屋， 农民读书氛
围浓厚，下一步要加速农家书屋建设，丰富书
屋图书品种，创新书屋管理模式，同时要组织
多种多样的读书活动， 让农民朋友读更多的
书、更好的书。

第 31 届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 任凭 刘伟丹 通讯员 刘志
平） ４ 月 １９ 日，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科技
厅、省环保厅、团省委和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
举办的第 31 届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
长沙市第一中学闭幕。
经过初评、展评、技能测试、专家问辩等评
审程序，最终评出优秀创新项目一等奖 45 项、二
等奖 104 项、三等奖 139 项；优秀科技实践活动一
等奖 21 项、二等奖 21 项、三等奖 23 项；优秀科幻
绘画一等奖 30 幅、二等奖 50 幅、三等奖 59 幅；优

秀组织奖 35 个；优秀科技教师 14 名。
大赛评委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省科协主
席何继善教授指出， 这次参赛作品内容全面题材
广泛、主题鲜明、地域特色明显、科学性创新性不
断增强。 何继善院士殷切希望每一位青少年都要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努力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
力，成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时代新人。
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葛建中在大会上提出三
点希望：第一，希望大家把科技创新活动作为促进
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活动兴趣

与能力的培养。 第二，面向全体学生，把青少年科技
创新活动定位到促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上来，学校
要承担起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重任。 获奖同学要
做好推动科技活动的表率，学校要积极开展科技创
新活动，使之成为办学特色、教育特色。第三，希望同
学们全面发展，一定要把自己的兴趣爱好、专业发
展建立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注重提高综合素质。
大赛评选出的部分优秀项目， 将代表湖南
参加今年 8 月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的第 25 届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长沙规定：
招特长生不考文化
本报讯（记者 刘伟丹） 近日，记者
从长沙市教育局获悉， 长沙市部分名
校相继出台了小升初、 初升高的艺体
特长生招生政策， 招生工作将在 5 月
全面展开，该局相关负责人强调，严禁
以招收特长生之名，招文化生。
据了解， 今年长沙市体育传统项
目学校招收体育特长生， 原则上按学
校派位计划的 1%-2%下达体育特长生
计划；公办特色学校、长沙市外国语学
校、贺龙体校、长沙舞蹈艺术职业学校
继续实行特色学校提前招生； 逐年减
少雨花区外国语学校、 岳麓区外国语
学校和十一中艺术班、 湖大附中特色
招生计划。
长沙市教育局提醒， 想报特长生的小
学毕业生，需带上户口本、学籍手册、特长获
奖证书、特长过级证书等，于 5 月 10 日至 5
月 20 日到学校报名。 学校可进行相关面试，
但不得进行文化考试。

本报讯（通讯员 陈孝华 魏娇）近日，邵阳
市民办教育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邵阳县召开。
省人大党组成员、省政府顾问、省民办教育协会会
长唐之享，省教科院院长、省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张学军，邵阳市政府副市长李兰君，
市人大副主任刘能华， 市政协副主席曾东楼等省
市领导莅临大会。
会上，省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唐之享充分肯定了
邵阳县民办教育工作， 要求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
门要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加大推广力度，真正做到
公民办学校一视同仁；要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继续发

通道县牙屯堡
镇武警春蕾希望小
学教师李绍优平时
工作兢兢业业，任
劳任怨， 得到师生
广泛赞誉。近日，她
生病输液， 为不影
响工作， 她将输液
瓶带到学校， 边工
作边打点滴。
杨祖广 莫秀吉 摄

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要认真深化教学改革，提高
办学质量，树立品牌，办出优质的民办学校。
邵阳市政府副市长李兰君要求各民办学校要
深入学习贯彻《民办教育促进法》，切实增强依法
办学、依法管理的意识；加大政策扶持和体制创新
力度， 积极发展优质民办教育； 加大统筹管理力
度，促进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加大民办学校内
部管理力度，引导各民办学校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增强办学特色。
邵阳市教育局局长莫良斌就邵阳市教育行政
部门明确全市民办教育发展方向、如何规范民办学

校办学行为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全市各县市（区）要
学习借鉴邵阳县经验，共同推进全市民办教育事业
的发展。 要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规范办学行为为
重点， 积极维护民办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全市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快速发展。重点强调民
办学校在招生、选聘教师、评优、职称评定等方面要
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且适当给予优惠。
邵阳市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曾建屏做了
报告，重点阐述了民办学校如何创新办学思路、创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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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一定能改变环境，但心境却由你自己决定。 ——
—安乡县三岔河中学教师鲁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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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张洪波 韩殊）4
月 21 日，作为湘阴县防汛抗旱对口联
系点单位的省教育厅领导到该县检查
指导防汛抗旱准备工作。
4 月 17 日以来，湖南发生了一次较
强的降雨过程，暴雨区主要位于湘水中
上游。受上游来水及降雨影响,湘水中上
游出现今年首次超警戒水位洪水。
面对这一情况， 省教育厅委派副
厅长杨定忠带领相关部门， 来到防汛
抗旱对口联点单位湘阴县实地了解
防汛抗旱准备工作。 杨定忠一行实地
察看了城西垸老闸口崩岸堤段、湘资
垸关公潭当冲堤段等地。 每到一处杨
定忠详细询问了防汛责任制落实、度
汛预案编制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当前
防汛工作存在的问题。 在听取了相关
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后，杨定忠充分肯
定了湘阴县的各项汛前准备工作。 他
强调，目前气候异常多变，各级各部
门要高度重视防汛工作，要进一步完
善防汛预案落实责任制，密切关注河
势、工情和天气变化，同时在保证质
量的前提下， 加快各在建工程进度，
做好临时度汛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