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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关爱留守儿童有力度有温度

5375 场活动温暖 14 万留守儿童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煜） 9 月
8日晚，
由市民政局、
市妇联主办，
市家庭
教育研究会承办的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在市区召开，一大批
来自基层的志愿者因为长期以来关爱
留守儿童受到表彰。
我市地处武陵山连片贫困地区，
劳务
输出大，
全市有农村留守儿童14万余人，
很多留守儿童缺乏关爱。全国家庭教育百

名公益人物王群英2017年回乡后发起成
立邵阳市家庭教育研究会，
目光瞄准留守
儿童。在市民政局、市妇联的精心指导
下，
邵阳市家庭教育研究会承办的
“文明
创建·大爱邵阳”
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
工作正式启动，
一大批志愿者积极响应。
我市依托信息科学技术，建立“邵
阳市儿童关爱平台”，率先在 197 个村
开展应用试点，积极探索建立互联网+

志愿者中秋献爱困境儿童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9月
8日上午，由市创文办、市民政局、邵阳
经开区管委会主办，邵阳市“红心林”志
愿者服务联合会等单位承办的 2019 年
邵阳市“月圆情圆 志愿有爱”关爱困
境儿童志愿服务中秋活动在市区举行。
活动现场，市“红心林”志愿者服

务联合会的 50 名志愿者和受邀参加的
45 名困境儿童一起学习传统礼仪、茶
艺表演。同时，志愿者还带领孩子们
一起制作月饼，让孩子们感受节日的
温馨。
市“红心林”志愿者服务联合会自
2014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帮助困境

关爱保护模式。经过近三年的探索和
实践，我市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活动已经
走出模糊化、碎片化的初级阶段，进入
常态化、专业化、有针对性的精准关爱
阶段，实现了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
灌”的转变。截至 8 月底，全市已累计
开展线上线下关爱保护活动 5375 场，
14 万留守儿童受益，其经验和成就得到
了省领导的肯定。
中的孤儿、事实孤儿。志愿者以一对
一、多对一形式，与困境儿童家庭结对
帮扶。5 年来，通过定期上门走访、融入
困境家庭陪伴、主题活动、团体辅导等
形式，围绕孩子的学习、生活、心理、亲
情、安全等方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已
为 100 多名孩子送去了关爱，让他们感
受到家的温暖。

部门，市委宣传部要求市直宣传系统全
体党员模范带头，率先开展微心愿收集
和认领活动。6 月 28 日，
部务会成员、
市
直宣传系统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率先给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双清区长塘社区和新宁县连山村 18 名
价值观，
助推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我 孩子送去温暖，帮他们达成了心愿。到
市今年初启动了为期两年的“认领微心 目前为止，市直宣传系统共有 595 名党
愿、争做圆梦人”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员认领 595 个微心愿，
为困难学生、
空巢
作为文明创建工作的主要组织和实施 老人送去物品价值 121350 元。

认领微心愿 争当圆梦人
邵 阳 日 报 讯 （通 讯 员 肖 乾
斌） 近日，市委宣传部和湘中幼专的
志愿者来到新宁县崀山镇连山村，为村
里 40 多名贫困儿童送去书包、鞋子、文
具等物品，
实现这些孩子的微心愿。

9 月 10 日 ，北 塔
区民政局、区教育局
和区慈善办联合举办
慈善助学活动，给全
区 40 名 贫 困 学 子 发
放 7.6 万元助学金及
爱心大礼包。
邵阳日报记者
伍 洁
通讯员
曾伟
摄影报道

誓为天使修补翅膀
——记邵阳市华夏方圆学校教师刘娟妮
邵阳日报记者 袁枫
三尺讲台，一颗爱心；放飞希望，乐
此不疲。这是刘娟妮从教 21 年的真实
写照，
也是她一生的执着和追求。
“爱是教育的基石，不爱学生就不
配为人师表。”刘娟妮经常这样告诫自
己。正因为她爱生如子，不少家长慕名
而来，
争先把孩子送到她的班级里学习，
“优秀生”家长渴望在她的督促下，孩子
再次得到提升；
“问题生”家长期盼严师
出高徒，
让自己的孩子
“改头换面”
。
她曾经执教过的 75 班有个小段同
学，生性好动，爆粗口，好打架，爱和长
辈顶嘴，学习习惯差，
“ 大错不断，小错
常犯”，进老师办公室可以说是家常便
饭。刘娟妮多次找他谈心，并针对具体
情况采取了耐心说服，从宽处理的原
则。每天在课堂上，哪怕有一点进步，
都及时表扬。在她宽严有加，细心浇灌
下，小段彻底改变了，成为了班级中有
正能量的学生。
对学生和家长来说，刘娟妮就是那

位“手持戒尺，眼中有爱”的严师。她经
常对学生们说：
“咱们在课堂上是师生，
下课后是朋友，如果你们在学习和生活
中遇到什么疑难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来咨
询”。孩子们认为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
好老师，所以下课后她的身边围满了学
生，
在刘娟妮的谆谆教诲下，
学生们都养
成了爱学习、
勤劳动、
尊师长的好习惯。
教师身上社会赋予了很多耀眼的光
环，
作为一名教师，
在领受这些美丽光环
的同时，
更应该去恪尽职守，
努力适应时
代的发展，去为这些光环增辉添彩。刘
娟妮深知这一点，
无论是做普通教师，
还
是担任学校中层领导，她都努力做到身
正为范，
用自己的言行诠释师德的高尚。
刘娟妮常说：
“ 我的肩上有一副担
子，一头担着义务，一头担着责任。我
靠履行义务领份薪水养家，责任却让我
明白使命，催我奋进。”她还说：
“我的两
个心房，一个装的是良心，一个装的是
爱心。我扪心自问时，问的是良心，我

倾情付出，洒的是爱心。”刘娟妮自觉端
正师德、师风，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准
绳，用自己的言行做好同行的典范，维
护了所在集体师德的良好形象。
20 多年来，刘娟妮当过班主任，做
过教研组长，担任过政教主任、办公室
主任，现在担任了教导主任，变的是岗
位，不变的是她的爱心。自任学校中层
干部以来，刘娟妮更忙了，更累了，可她
从没因此放下学生，始终站在教书育人
的第一线，2018 年担任政教主任的同时
还挑起了班主任的工作，让成绩年级排
名倒数第一的班一跃成为年级第一名。
20 多年来，刘娟妮始终践行为人之
道、从师之道，坚守三尺讲台辛勤耕耘，
默默奉献，视学生为天使，誓做一个为
天使修补翅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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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从实高标准
推进督促指导工作
我市召开主题教育指导组业务培训会 张皓出席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
洁） 9 月 10 日下午，
市委对
“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指
导组工作进行专题业务培训。
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张皓出席培
训会并讲话。市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
公室有关负责同志作业务指导，
各指导组成员、
领导小组办公室
相关人员参加培训。
根 据“不 忘初心、牢 记 使
命”主题教育相关要求，我市
组建了 20 个主题教育指导组，
对各单位主题教育开展进行
业务指导。此次培训的主要
内容是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和
市委关于主题教育有关精神，
以及指导组的工作职责、工作
要求、主要任务、工作方法、工
作纪律等。
张皓指出，开展好主题教
育的督促指导工作，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吃
透中央精神，确保正确方向；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突 出 真 督 实
导；把握特点规律，做到精准
发力。要坚持从严从实，高标
准推进督促指导工作，突出政
治建设，落实基本要求，切实
解决问题特别是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要注重方式方
法，牵住“牛鼻子”、推动责任
落实，学会“弹钢琴”、形成强
大合力，开门搞指导、营造良
好氛围，确保督促指导工作取
得实效。
张皓要求，
“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指导组成员
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省委和
市委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饱满的精神状态，奋发有
为、扎实工作，
向市委交上一份
优异的答卷。

坚决打赢大庆安保维稳攻坚战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
光宇 通讯员 潘帅成） 9 月
9 日上午，全市公安局长会议
召开，
副市长、市公安局长谭学
军出席会议并对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我市安保维稳攻
坚战进行了再动员、再升温。
谭学军指出，全市公安机
关要全力以赴，坚决打赢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安保维稳
攻坚战，深入开展“大巡防、大
管控、大整治”行动。
“ 邵阳快
警”要坚守中心城区 3 分钟见
警底线；
“猎豹突击队”要 24 小
时持枪待命，确保接到指令一
分钟出击；
“ 一村一辅警”要组

织动员基层力量和治安积极
分子加大巡防力度，全面加强
对重点部位、重点人员、重点
物品、重点公共安全风险、重
点网络安全风险等方面的管
控力度。
谭学军要求，全市公安机
关要突出主责，纵深推进扫黑
除 恶 专 项 斗 争 ，誓 夺“ 云 剑 ”
行动追逃工作全面胜利，深入
推 进“ 宝 庆 风 雷 ”百 日 会 战 ，
勇于担当、真抓实干，冲刺四
十天、打赢攻坚战，奋力夺取
大庆安保维稳工作全面胜利，
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为邵阳发展培育更多人才
我市举行庆祝教师节座谈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阳静 邓玉琪）
9 月 10 日，我市举行庆祝第 35
个教师节座谈会，表彰 2019 年
“邵阳市优秀乡村教师”
。副市
长李华和，
市政协原主席、市教
育基金会理事长刘志刚，市人
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市教育基金会党支部书记
谢爱明出席。
会议指出，
近年来，
我市各
级各类教育办学条件不断改
善、教育质量巩固提升，
义务教
育一体化均衡发展，高中教育
内涵发展，
职业教育特色发展，
高等教育优化发展，学前教育
迅速发展，
民办教育跨越发展，
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不断增
强。这一切，都源自于全市上
下的协力同心、苦干实干，
源自
于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辛

勤付出、奋力拼搏。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把加快教育事业发展作为
重中之重，
努力营造重视教育、
支持教育、崇尚教育的社会氛
围；要把促进公平作为教育工
作的战略重点，统筹推进城乡
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健
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
系，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读得起
书、上得起学、上得好学；要不
断提高教师的地位待遇，努力
造就一支数量足够、结构合理、
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
的教师队伍，进一步提升农村
学校和薄弱学校教育教学水
平；广大教师要以“四有”教师
为准则，做学生锤炼品格、学
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
的引路人，为邵阳发展培育更
多人才。

首批 649 名新兵奔赴军营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申
兴刚 通讯员 雷晓宇） 9 月
10 日上午，我市举行新兵入伍
欢送仪式。从即日起至 21 日，
我市今年征集的 2060 名新兵
将分 42 批次，陆续启程奔赴军
营，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
命。邵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市
征兵领导小组副组长宋德瑞出
席欢送仪式。
欢 送 现 场 ，首 批 离 邵 的
649 名新兵穿上崭新的军装，
胸戴大红花，
精神抖擞，
整齐列
队。今年，全市广大适龄青年

积 极 响 应 号 召 ，踊 跃 报 名 参
军。经过严格的体格检查和政
治考核，最终 2060 名优秀青年
从 11000 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
出，
被批准入伍。其中，
大学生
比例达 62%。
宋德瑞勉励全体新兵珍惜
来之不易的机会，带着家乡父
老的嘱托，
带着青春梦想，
带着
830 万邵阳人民的期望，步入
军营、接受考验。要勇于锻炼、
敢于吃苦、建功军营，
早日成为
一名“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
的新时代优秀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