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岳阳日报》报道：“我是东
方红的学生，我是中国人；我爱东
方红，我爱中国。”这是东方红小
学学生在每周升国旗仪式上朗诵
的誓词。2018年11月，东方红小
学的升旗仪式获得教育部点赞，
其《中小学升旗仪式的教育价值
与创新实施的研究》作为中小学
德育工作典型经验向全国推介。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代代
相传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民族
赖以存在、发展的情感纽带与精
神支柱。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
祖国的希望，更是祖国的未来。
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要从
娃娃抓起，让孩子们从历史的长河
中寻找源头，从社会的进步中汲取
力量，从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中获
得启示，让孩子们个个都成长为有

强烈爱国情怀的接班人！
前苏联教育理论家苏霍姆

林斯基说的：“热爱祖国，这是一
种最纯洁、最敏锐、最高尚、最强
烈、最温柔的感情。一个真正热
爱祖国的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一
个真正的人。”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就要像东方红小学那样，不
断创新德育教育功能，“用庄重
的氛围感染孩子，用体验的过程
影响孩子，用生动的形式教育孩
子，用展示的舞台锻炼孩子”，引
导学生“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孩子心
中深深扎根。

“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请从升国旗开始

张善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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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小弓 通讯员 汪
令维 汤 祥）清理废弃物、捡拾垃圾、
参观美丽屋场……5 月 29 日，湘阴县
漕溪港街道利民新村主干道沿线党旗
飘扬、热火朝天，湘阴党员发展对象培
训班的495名学员正在开展“党员发展
对象助力村庄清洁行动”主题实践活
动。湘阴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青松
表示，乡村振兴，党员是“领头雁”；激

活入党积极分子在乡村振兴中的内生
动力，才能进一步激活群众参与的激
情。

针对过去少数农村党员政治建设
标准不高、示范引领作用不强、服务态
度不优等问题，今年，湘阴注重加强党
员发展对象党性教育、严把党员发展
入口关，出台《湘阴县党员综合考评暂
行办法》。该县创办入党积极分子培

训实践基地22个，对入党积极分子实
行全程纪实管理，从向党组织递交入
党申请书开始，将入党积极分子进行
登记造册，一并纳入党员考核范畴，
由所在党支部进行积分管理和评
价。同时结合农村党组织主题党日
活动开展，组织入党积极分子积极参
与脱贫攻坚、扫黑除恶、村庄清洁行
动集中攻坚、移风易俗、产业发展、爱
心服务等活动，让其在助推乡村振兴
中锤炼党性、提升价值。漕溪港街道
双桥社区周超辉是 2019 年党员发展
对象，他在 2016 年 6 月被列为入党积
极分子后，带头捐资近4万元修村级公
路，主动联系贫困户5户，年年参与爱

心送考。
老党员帮带党员发展对象，一线

牵手开展党性教育。该县采用“一帮
一”或“多帮一”形式，由老党员或村干
部负责联系和培养一名入党积极分
子，定期对接联系、沟通交心，做到成
熟一个，发展一个；对一些思想不端、
进步不快的积极分子，及时调整筛
除。目前，全县有1560多名老党员或
村干部与1200余名入党积极分子结成
了帮扶对子，组织开展各类公益性服
务活动120多场次；发动入党积极分子
筹集帮扶资金37万余元，劝导简化喜
丧活动630场次，妥善化解群众矛盾纠
纷570多个。

注重加强党性教育 严把党员发展入口关

湘阴：乡村振兴一线锤炼党员发展对象

本报讯（记者 李美军）昨
天，记者从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获
悉：今年端午小长假，我市各地
节日气氛浓厚，旅游市场稳中向
好，确保了假期旅游“安全、有
序、质量、效益、文明”目标，6月
7 日 - 9 日 ，全 市 共 接 待 游 客
76.26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5.7亿元。

赛龙舟，吃粽子，在端午节
小长假让游客有一番别有情趣

的体验。6月7日上午，2019“我
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暨第
十五届中国汨罗江国际龙舟节
举行。节会内容丰富多彩，6月
6 日至 10 日文化周期间推出了
趣味龙舟、《离骚》背诵赢 5000
元大奖、着汉服游园、江边放纸
鸢、见证吉尼斯纪录挑战赛、快
闪、AR越野等游客深度体验环
节，更有大型原创音乐剧《屈
原》、“香草美人”音乐会、帐篷音

乐节等精彩项目，各地游客纷至
沓来。

岳阳楼背“记”免门票活动
持续火爆，景区举办了“玩转岳
阳楼 端午有奖问答”和包粽子
系列活动，不仅增加了节日氛
围，而且赢得了广大游客的一致
好评。华容禹山镇和李家湾休
闲农庄共同举办的泥鳅节，野猪
村乡村旅游点举办的包粽子比
赛、亲子活动、 （下转第2版）

端午小长假我市旅游稳中向好
接待游客76.26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5.7亿元

□本报记者 唐忠明
通 讯 员 赖斯捷 沈文萃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
习了‘点’，还记得汉字里有哪
些‘点’吗？”

“两点水，三点水，四点底
……”

讲台上，湖南民族职业学
院教师周佰胜，正在给内地西
藏幼师1809班的学生上写字
课。带着学生们复习完“点”，
周佰胜邀请男孩罗布扎西、女
孩扎西央宗上台，各自书写两
个包含“点”的汉字。

一旁听课的学前教育学
院副院长郭杰小声告诉记者，
班上的 30 多个学生，大多数
是藏区的牧民子弟，“很多娃
娃还是第一次出山”。

从山里到拉萨再到岳阳，

这些刚初中毕业的学生，将在
湖南民院接受5年大专教育，
再回到西藏，从事幼教工作。

“刚来的时候，皮肤黑黑的，对
人有礼貌，特别爱笑。”郭杰指
着前排穿着绿色藏装、化着淡
妆的女孩说，到校一年，来自
日喀则地区牧民家庭的白玛
普赤，皮肤在慢慢变白，日常
打扮也越来越时尚。

外貌在变，内在也有了变
化。这些未来的幼儿教师，在
校期间将接受系统的师范教
育，其中就包含了“写字”这一
基本功练习。不过，给西藏班
学生上写字课，与其他师范专
业班级不一样。

“他们日常汉语交流很
顺利，但汉字书写的水平与
内地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差不
多。”所以， （下转第3版）

西藏班的汉字写字课

□文图/记者 张小弓 丁 瑜 彭宏伟

一路向南，出岳阳城，约5公里，即
是麻布山。因其植被繁盛，云雾缭绕，
曾被冠之以“云雾山”。

如此诗情画意之地，却因交通闭
塞，经济落后，一度存在着麻布、磨刀、
建中三个省级贫困村。

10多年前，30岁不到的麻布村民
刘湘元暗下决心：不出人头地，再不与
故乡相见。彼时，一眼望不穿的巍巍
青山，成了他实现美好理想最大的“绊
脚石”。

算 不 上 斗 转 星 移 ，沧 海 桑 田 。
2019 年 6 月 5 日下午，依然在麻布山
下，41岁的刘湘元在与合伙人开办的
榨油厂车间里忙得“起飞”，上料、炒
制、压榨，承载着山脚下乡亲小康梦想
的菜籽油缓缓淌出。

那曾经“厌恶”的大山如今竟成了
致富的“法宝”。

“这几年来，岳阳楼区委区政府、
郭镇乡党委政府不仅带着乡亲们脱
贫，而且教会我们把青山绿水转变成
金山银山。”见过世面的刘湘元颇为健
谈，从脱贫讲到发展，从人居环境整治
讲到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创建。“我们
现在是岳阳的‘城市后花园’”。

是啊，郭镇乡“田园小镇”创建掀
开了一方发展的新篇章。

2011 年，年近花甲的刘绍俊在麻
布山麓建起了近千亩的苗圃果园。一
开始，无人问津，游客寥寥。曾想过放
弃，但郭镇乡党委书记向彪笃定地告
诉他：“因地制宜，留住青山绿水，就会
变成金山银山。”

果不其然，随着“田园小镇”创建
启幕，郭镇乡逐渐成为集户外健身、休
闲观光、体验农业为一体的“胜地”，大

量的游客纷纷涌进。刘绍俊的花圃果
园不仅变得车水马龙，还带火了周边
村民开起的“农家乐”。

如此依托麻布山水的农业产业，
如今，在郭镇乡比比皆是。

三月看花，七月纳凉，九月赏秋。
每个季节，每个周末，麻布山省级森林
公园都会迎来一波休闲游的小高峰。
田园小镇，声名鹊起。

这，只是一个缩影。实际上，以创
建特色小镇、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已
成为岳阳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实践。从2007年开始，岳阳市财政每
年安排1000万元以上专项资金支持农

业产业化，形成了华容芥菜、平江豆
干、湘阴螃蟹、汨罗甜酒、临湘南竹、岳
阳县葡萄等地域特色产业。同时，岳
阳坚持走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之路，推
进“一县一特、一村一品”建设，建成了
50多个省级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1个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个国家级现代
农业示范区。农产品加工业位居全省
首位，全市拥有35件涉农中国驰名商
标，数量居全省第一。

2018 年 8 月，岳阳市以农业产业
化特色小镇为抓手，力推乡村振兴。
出台《创建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工作
方案》，明确创建镇必须形成1个有特

色有优势的主导产业，有1家市级以上
龙头企业和1个以上知名品牌，对“空
心房”整治、规范建房、环境治理、文明
新风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目标。同时，
要求各县市区每年整合涉农资金不低
于2000万元，支持特色小镇建设。

随着特色小镇创建的全面铺开，
云溪区陆城湖鲜小镇、湘阴县樟树辣
椒小镇、岳阳楼区郭镇田园小镇、汨罗
屈子祠粽香小镇、经开区西塘花果小
镇、平江县加义康养小镇等20个特色
小镇脱颖而出，成为岳阳农业产业发
展的“领头雁”。

乡村振兴之路，岳阳蹄疾步稳！

弹指一瞬今胜昔
——乡村振兴且看岳阳创建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

晨曦中的岳阳楼区郭镇乡麻布村，就是一幅充满意境的田园画卷 彭宏伟 摄

周佰胜老师正在指导藏生写汉字 周君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