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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掉贫困帽，实现稳定脱贫，一
直是泸溪县民众多年来共同的梦
想。11月14日， 记者见到了泸溪县
副县长尚远道，他告诉记者，湖南11
个深度贫困县中， 泸溪曾是贫困率
发生最高的，但今年年底，泸溪将如
期摘帽脱贫。

是什么带来的转变？“乡村振兴
要靠人才， 人才振兴要靠教育。所
以，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乡村教育振
兴。”尚远道说。

法治护航“控辍保学”

在泸溪， 一个孩子辍学， 急坏
县、乡、村、学校数十人，甚至乡长、
县长都会亲自出马，这绝非虚言，因
为这直接关系到泸溪是否脱贫。记
者了解到，近两年，泸溪在控辍保学
上还曾动用了两次“司法底牌”。

2018年秋季开学，泸溪县第三
中学学生向小程（化名） 没有去报
到，人也联系不上，班主任张鹏成第
一反应就是“肯定辍学了”，急忙赶
往向小程家，没劝动。第二天，校长
陈永国再去，依然无果。县教体局协
调镇、 村干部前后出动20余人进行
劝学，都无功而返。

2018年10月23日，陈永国同县
教体局局长谭子好、 基教股股长谢
永良等一道来到向小程所在的岩坡
村，递交了一份“建议起诉通知函”。
内容是： 两周内再不将向小程送回
学校， 政府将起诉他的父母严重触
犯《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
法》。效果立竿见影，两周后，向小程
返校读书。

一个学生辍学， 为什么能急坏
县、乡、村、学校几十人？

“控辍保学，事关全县整体脱贫
大计，容不得半点疏忽。”泸溪县县
长向恒林说， 控辍保学工作特别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零辍学”目标是各
级精准脱贫考核“一票否决”硬性指

标。“因此，我们必须用足力气破解
义务教育学生失学辍学难题， 确保
义务教育阶段一个孩子都不能少，
一天都不能耽误。”

职业教育就是脱贫教育

11月14日，记者来到了泸溪县
职业中专学校， 该校校长王维红告
诉记者， 学校2017年招生700人，
2018年900人，今年1000人，明年有
望达到1300人。而在泸溪每年初中
毕业生也就3000多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初中毕业生
选择来这里？ 王维红说出了其中的
奥秘。

上到国家， 下到乡镇基层都全
力支持职业教育，加上宣传到位，家
长对普职的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
“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供不应求，就业
率达100%，对口就业率98%，学生
就业后月平均工资几乎在4000元
以上， 可以说是就业一个， 脱贫一
家。”王维红很是自豪，“职业教育就
是脱贫教育，抓就业就是抓脱贫！”

高路娟是泸溪县职业中专学校
电子商务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她告诉
记者，今年“双11”她在某电商平台接
了两个单，负责入驻商铺商品的抠图
美工。“学校经常给我们提供实践机
会，我从中获得了很多经验。”

据了解， 泸溪县第一职业中学
是一所省级示范性职业学校， 开设
了网页美术设计、计算机平面设计、
电子商务等9个专业。该校还承担了
泸溪社会培训、劳动力培训的重任，
近三年进行免费职业技能培训2万
多人次， 带动农民创收1.5亿元。今
年上半年，学校培训月嫂62人，来自
长沙、吉首的家政公司要走了42人，
平均月薪6000元。

“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
家，且这种脱贫很稳定，不易返贫。”
向恒林说。 ■记者 杨斯涵

本报11月22日讯
今天上午， 长沙市第五
届“感动星城·十大魅力
教师” 总决选在长郡双
语实验中学举行， 通过
层层筛选，从全市6万余
名教师中， 遴选出了20
位总决选候选人， 并决
选出10位魅力教师。

现场，20位候选教
师逐一进行了魅力展
示。10名专家评委和300
名大众评委， 现场决选
出王奇志、赵国良、申如
意、刘敏、胡智勇、王霰、
朱鸿雁、 刘建强、 郭晓
芳、 朱世民10名教师为
第五届“感动星城·十大
魅力教师”。

这次评出的10名教
师中， 有付出10年心血、
把青春年华献给定向越
野事业的南雅中学体育
教师胡智勇；有不顾个人
安危，为保护学生与持刀
侵入学校的流氓搏斗的
田家炳实验中学教师刘
建强；有获得全国语文赛
课一等奖和“湖南省教学
能手”称号的湖南省地质
中学教师刘敏； 有获评
2019年“中国好人”、湖南
省第四届“向上向善好青
年”的岳麓区联丰小学教
师申如意等。

从2009年举行首届
“感动星城·魅力教师”
评选活动以来， 长沙市
树立了一大批可敬、可
亲、可爱、可学的师德楷
模、 育人典范、 业务标
兵， 树立了新时代人民
教师的光辉形象， 带动
更多教师崇尚师德、锤
炼师德、争当卓越。

■记者 刘镇东

本报11月22日讯 今
日上午，湖南“最美基层民
警”发布活动在长沙湘江风
光带风帆广场举行，全省公
安机关10名基层民警获此
殊荣。

根据中宣部、公安部统
一安排部署，今年7月起，省
委宣传部、省公安厅联合组
织开展了全省“最美基层民
警”推选活动，通过逐级遴
选、网络投票、评审公示等
环节，曾祥富等10名民警荣
获全省“最美基层民警”荣
誉称号，肖猛等10名民警获
评全省“最美基层民警”提
名奖。其中，曾祥富、丁大军
2名民警还入围全国“最美

基层民警”候选人。
活动现场，扎根基层12

年的社区民警杨曙光、33年
坚守路面的“口哨哥” 曾祥
富、14年排爆50余场的排爆
民警吕江山等5名湖南“最
美基层民警”现场分享了他
们从警以来长期扎根一线，
牢记初心使命， 无私拼搏奉
献的感人故事。 他们身上所
体现的忠诚信念、爱民情怀、
担当精神和英雄气概， 既是
新时期人民警察核心价值
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伟大民
族精神的真实写照，值得广
大公安民警学习，值得社会
各界崇尚。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颜英华 彭吉露

这10人获评湖南“最美基层民警”
其中曾祥富、丁大军还入围全国候选人 他们都有哪些感人故事

杨曙光 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定王台派出所社区民警

吕江山 衡阳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政秘法制科副科长

赵 政 炎陵县公安局红星桥派出所所长

邓新华 邵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

邓志红（女） 岳阳县公安局网技大队大队长

曾祥富 常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四大队路面执勤民警

樊小兵 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望仙派出所所长

何吉忠 江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负责人

李 术 娄底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大队长

丁大军 凤凰县公安局腊尔山派出所所长

赵政是炎陵县公安局
红星桥派出所的所长，在这
个全县最偏远、株洲最南端
的派出所， 他坚守17年了。
赵政说， 工作中绕山路、爬
山路不苦， 最难懂的是方
言。 辖区内的中村瑶族乡，
是长株潭地区唯一的少数
民族乡，十里不同音，当地
说什么方言的都有，籍贯是
湘潭的赵政根本就没法交
流。于是，赵政花了3年多时
间， 学会了当地的客家话、
瑶语、正音语、炎陵本地话、
桂东话、 资兴话6种方言。
“用方言交流后， 村民也把

我当成了家里人。”
去年9月，一名嫌疑人在

辖区一杂货店里偷走3条香
烟，案发后，赵政开展线索摸
排后， 很快锁定嫌疑人逃至
附近山林。 当地老百姓听说
赵所长带领民警来捉拿“贼
牯”（方言意“小偷”），当日下
午6时自发组织了几十人与
民警一同搜索山林， 经过数
小时的努力， 次日早上8时，
警民共同将嫌疑人制服。

“乡亲们的举动， 让我
真切感受到了为民破案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赵政自
豪地说道。

【故事二】 坚守大山17年，为了工作学会6种方言

2014年12月， 祁东县
火车站附近密集居民区发
现疑似爆炸物。衡阳市公安
局特巡警支队民警吕江山
赶赴现场， 为了居民区安
全，吕江山小心翼翼地抱起
爆炸物将其转移到安全地
带，进行人工排爆。全队人
都为吕江山捏了一把汗。他
当时所穿的马克5防爆服5
米内只能防护500克TNT炸
药量，而炸药估计炸药当量
在2500克以上，一旦发生意

外，一切将化为灰烬。
据统计，2005年至今，

吕江山共参与了1000余次
各类安检任务，50余次搜排
爆任务，成功处置拆除废弃
弹药、 自制爆炸装置30余
个。 从事排爆工作以来，
吕江山对家人谎称自己在
单位从事安检工作。 去年8
月， 家人无意得知实情后，
吕江山的儿子在朋友圈中
写了一段话：只希望你能平
安度过职业生涯。

【故事一】 14年排爆50余场，瞒了家人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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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湖南“最美基层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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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最美基层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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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风光带风帆广场
举行。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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