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教
育
在
线
】

新学期开始了，乐平市礼
林镇柴家小学庄屋下教学点又
传来琅琅读书声。这是只有一
个老师的学校，全校8名学生中
最大的 8 岁，最小的只有 5 岁。
在礼林镇，这样的村小有 6 所，
但庄屋下村小最偏远。

2015年9月，30岁的吴兰香
到柴家小学庄屋下教学点任教，
成为这所山区村小唯一的老师。

“学校原只招收一年级学
生，但考虑庄屋下、塘坞里、杨
家三个自然村至今没幼儿园，
于是答应家长，让他们把孩子
送来。”吴兰香这样告诉记者。

吴兰香的家距教学点 6 公
里，每天 7 时，她都准时赶到学
校，带领孩子早读。吴兰香说，
有时，一个孩子哭，多数孩子会
跟哭，只得一个一个哄。放学

时，吴兰香则让孩子们排成队，
带他们列队回家。

柴家小学校长柴天雄告诉
记者，吴老师敬业上进，第一学
历中专的她早通过自学拿到汉
语言文学的本科毕业证，这两
年还多次在全镇优质课比赛中
获得好成绩，被评为优秀教师。

虽被大家认可，但吴兰香的
脸上闪过一丝忧郁。她轻声地
告诉记者，丈夫在广丰上班，不
赞成她到偏僻的学校任教，要她
回广丰，因放不下学生，双方因
长期两地分居而选择了离婚，5
岁的儿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既然选择了就不后悔，这
些孩子多数是留守儿童，不能
没有老师，我不能撇下他们。”
吴香兰说，只要还有一个学生，
教学点就不撤！

为了8个孩子
她选择留下

柴有江 本报记者 徐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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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郑颖）这段时间，丰城市
桥东镇杜坊村屈家小组的 70 户村民特别
高兴，他们家门口的江西怡华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年产 8 万吨再生铝合金锭项目已停
产，企业生产带来的污染也就此消失。与
他们一样高兴的还有丰城市循环经济园附
近的其他 196 户村民，9 月 7 日记者获悉，
该园区通过搬迁转型 4 家企业，还群众一
片绿色环境。

丰城市循环经济园一期根据规划环评，
需搬迁孙渡街道兴无村栗头罗家小组、栗山
村株山徐家小组、栗山村株山小组、栗山村

庙边李家小组，桥东镇杜坊村屈家小组 5 个
村民小组的 196 户。经实地走访，发现村民
搬迁意愿不强，且园区周边可安置的土地较
少，搬迁成本过高。因此，园区改变策略，从
企业着手，对不满足防护距离要求的企业进
行搬迁转型。经梳理排查，明确 4 家企业需
搬迁转型。

江西金洋金属有限公司年处理 10 万吨
废铅酸蓄电池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搬迁至循环园区三期，一期厂房已
停产，并将所有设备、原材料清理到位。丰
城市永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再

生合金铝锭项目正在拆除设备，清理原材
料，并于 2017 年 7 月完成对园区二期地块内
江西锦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整体收购，目
前在编制项目环评报告书。丰城国福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再生铝锭项目已将再生铝熔
炼设备和原材料清理到位，并于 2016 年 12
月与丰城市源泽再生资源制品有限公司签
订租赁协议，新上年产 3 万吨塑料粒子项
目，新项目于 2017 年 7 月拿到环评批复，目
前正在安装建设环保设施。江西怡华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年产 8万吨再生铝合金锭项目
已停产，计划转型为铝压铸项目，目前再生

铝熔炼设备和原材料清理到位，正编制铝压
铸项目环评报告。

在此基础上，该园区还全力推行清洁生
产，推进“煤转气”改造工程，已拆除煤气发
生炉 8 台，改造天然气熔炼炉 8 台，今年底将
全面淘汰燃煤锅炉（熔炼炉），全面使用清洁
能源，降低园区企业生产过程中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同时，园区进一步严格招商选商，
严把入园门槛，加大对环保工作的督查力
度，对发现的违规情况，将加大惩处力度。
今年 8 月，丰城循环园区获国家工信部批复
为第一批“绿色园区”。

樟树市建成12个城市绿地公园
本报樟树讯 （记者刘斐）近日，樟树市

投资 2.36亿元的龙溪河湿地公园建成开园，
这标志着该市已建成12个公园，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超过12平方米。

据悉，为让市民有良好的休闲环境，该
市每年花上千万元，用于公园的维护管理，
及时处理出现的环境问题。目前，该市城区
绿化覆盖率达 44.48%，城区每隔 500米就有
一个绿地公园，改善了市民的生活环境。

宜春严斩非法代收契税“黑手”
本报宜春讯 （记者胡光华 通讯员付海

华、邹忠）日前，宜春市民侯某反映，2016年7
月在某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楼盘买了住房，该
公司预收购房款时非法代收了契税，一直未
退还也没到地税局代为申报缴纳。此事经
该市地税局调查核实，该公司及时退还了代
收的契税。

针对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预收购房款时
非法代收契税后，拖着不交，甚至因经营不善
将代收的契税亏空，使购房人无法正常办理
房屋权属证的情况，宜春市地税局与市房管
局联合出台公告，要求新建商品房买卖契税
由购房人到地税窗口缴交，禁止房地产企业
非法代收。该公告规定，特殊情况需委托其
他个人和单位代缴纳契税的，应签订“委托代
办协议”，地税部门不受理未签订“委托代办
协议”而由他人代为缴纳契税。该市还将对
房地产企业代收契税的情况逐户进行清理，
对资料、手续齐全的，可由房地产企业在9月
15日前统一缴交；对资料、手续不齐全的，必
须在 9 月 30 日前将代收的契税退还给购房
人，如果到期不缴交又不退还的，地税部门将
依法对房地产企业进行处理处罚。

因收费较低、办学条件较好，
“物美价廉”的普惠性幼儿园近年
成“香饽饽”。与此同时，我省近年
加大对普惠性幼儿园的扶持力度，
引导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
旨在缓解“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近日，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

到，截至 2016年底，我省共有普惠
性幼儿园 7520 所，占全省幼儿园
总数的 53.44%，其中公办 3265所、
民办4255所。

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2011年至 2016年，我省实施了
两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争取
中央资金 40.79 亿元，主要用于支
持建设农村闲置校舍改建幼儿园
项目、农村小学增设附属幼儿园项
目、重点支持地方改扩建和新建公
办园，扶持普惠性民办园。

据悉，2016年底，省教育厅会
同省发改委、财政厅制定了《江西
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扶持
办法》（试行），明确了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的认定须达到资质合格、条
件达标、师资稳定、收费合理、管理
规范、质量较高的标准等要求。其
中规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收费标
准一般不超过区域内同类型、同等
级公办园收费标准的50%。

9 月 7 日，南昌市教育局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南昌市登记注册
的幼儿园有 859所，在园幼儿园总
数为 14 万余人。目前，南昌市普
惠性幼儿园占该市幼儿园总数的
82%左右。

根据近年印发的《南昌市学前
教育专项奖补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南昌市鼓励各县区（开发区、
新区）积极发展公办幼儿园，引导
民办幼儿园向普惠性幼儿园发
展。同时，对新建、改（扩）建、有偿
回收公办幼儿园和示范幼儿园创
建予以一次性奖励；对国有企、事
业单位及集体（街道）办幼儿园和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接受区域内幼
儿就近入学的购买学位补助。

南昌市提出，城乡新建和有偿
回收的公办幼儿园，当年已投入使
用的，按其建筑面积500元/平方米
标准予以奖励；改（扩）建公办幼儿
园，当年已投入使用的，按其改
（扩）建建筑面积 300元/平方米标
准予以奖励。

根据南昌市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购买学位补助标准，该市按市级

民办幼儿园评定类别（A、B、C）和
接受区域内就读生源数分别予以
每生每年 400 元、300 元、200 元补
助。相关补贴重点用于支付园舍
租金，补充玩具教具、图书资料、保
教设施等。

高房租致部分幼儿
园难降价

根据南昌市对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的提质限价管理规定，该市城
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每月
不超过 800元（含）、县城区保教费
每月不超过 550元（含），现行收费
标准低于最高限价的，按现行收费
标准执行。然而，记者在南昌调查
发现，由于部分民办幼儿园房租偏
高，该市部分县区在推广普惠性幼
儿园时稍显吃力。

“有的民办幼儿园一年租金上
百万元，对他们来说，每月保教费
不超过 800 元或 550 元，意味着无
利润可言。”南昌市青山湖区、南昌
县等多个县区教体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不少民办幼儿园在改制过程
中大吐苦水，称小区开发商收取的
房租过高。

记者还了解到，2013 年 9 月，
《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
学前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下发，
其中明确规定“凡新建小区配套建
设的幼儿园，原则上办园规模为 6
个班（含）以上的，建成后按属地原
则由开发建设单位无偿移交给当
地教育部门管理，用于举办公办幼
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但在
实际操作中，移交政策落地效果不
尽如人意。

南昌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新建小区配套管理涉及规划
局、国土局等多个部门，在推广普
惠性幼儿园的过程中，规划、土地、
教育等部门应实施联动。“如今，因
牵涉到合同等多方面的问题，南昌
多数新建小区配套幼儿园未能移
交给教育部门，暂未实现普惠化。
由于房租高，红谷滩新区、高新区
等地不少新建小区幼儿园一年保
教费将近3万元。”

鄱阳县莲花山国家森林公
园最北端的新屋下村，山高林
密，风景秀丽。该村地处偏僻，
村里的新屋下小学解决了村里
娃读书问题。程从林在大山深
处的学校里教学，一待就是 39
年，被评为全省“师德标兵”。

程从林刚走上教育岗位就
来到新屋下小学教学点。39 年
来，他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和进

步，他大量休息时间是在为学生
补习、家访中度过。

为学生安全，每次放学后，
程从林都和搭档老师将学生送
回家。有时，因家庭作业，学生
的爷爷奶奶赶来向程从林求
教。每每这时，程从林都会到
学生家中，耐心细致地辅导学
生。程从林说，他的学生都是
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务工，

爷爷奶奶普遍缺乏文化，辅导
学生作业是他教学工作的另一
项任务。

新屋下有采摘“清明尖”的
习俗，学生的爷爷奶奶为采茶，
常在山岭上度过，不少孩子吃
方便面当午餐。程从林看在眼
里，记在心头。每年这一时节，
程从林把学生领回家吃饭。程
从林用无私的爱，承担起“保

姆”任务。
桂子怡的父母常年在外，成

绩一再下降。为此，程从林联系
其父母，劝他们定期回家，并常
给孩子打电话。另一方面，程从
林也常对其嘘寒问暖。经过努
力，桂子怡的成绩有了明显提
高，人也变得开朗。

“教好书、育好人，是我人生
永远的追求。”程从林说。

为了山里娃 他39年无私奉献
本报记者 邹晓华 通讯员 段接安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9月 8日，南
昌市青山湖区新世纪小学300多名学生制作
贺卡送给学校老师，祝他们“教师节快乐”。

当日7时，该校3年级6班的同学站在操
场上围成一个圈大声说：“老师我爱你，老师
辛苦了。”另外，还有同将精心制作的贺卡递
送给老师。王亮亮同学说：“每张贺卡都是
手工做的，我觉得可表达对老师的敬意。”孩
子们简朴而温馨的表达方式让老师十分感
动。老师张莉红说：“在老师眼里，孩子都是
可爱的天使，希望他们天天微笑和进步。”

为我的老师上堂课
本报临川讯（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章晋

辉）为祝贺教师节，临川区的中小学生别出
心裁——为老师上一堂课，用这一特殊的方
式，向老师表达沉甸甸的爱与敬意。

“同学们好！今天上的课题目叫‘教师
节的由来’。”9月7日上午，临川区河埠中心
小学六年级教室里传出稚嫩的声音。正在
上课的是12岁的“小老师”舒民辉，而他的老
师坐在他的位置上当“学生”。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该校在高年级开
展了“送给老师一节课。老师与学生互换，
让学生当一回老师”活动，在各个班级选择
三四名学生当老师。经过几天体验，学生
们纷纷感觉，当老师很辛苦。有学生表示：

“我上课再也不做小动作了，要好好听课！”

本报抚州讯 （记者刘斐 通讯员何江
华）在抚州市东乡区红光垦殖场，有一片苦
槠古树群。苦槠果每年10月而落，常被村民
捡拾回家做成“苦槠豆腐”。多年来，村民尽
心保护这片苦槠古树群。近日，记者获悉，
这片古树群中有些树已经超过一百岁，但仍
郁郁葱葱，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据了解，这片古树群分布在东乡区红光
垦殖场九队，占地达30多亩。一棵棵古树树
干粗壮，最粗的树直径 1米多。树群里的苦
槠树约高 20米。古树年龄最大的有百岁以
上，年轻的有五六十岁。

记者了解到，红光垦殖场以绿色生态立
场，刚获江西省农垦首批绿色生态家园标准
化建设试点。该场林管站书记马俏华介绍，
这片古树群有160多棵苦槠树。1957年红光
垦殖场设立至今，场里人视这些古树为宝
贝，精心呵护。

“农历九月九，苦槠乌溜溜”。附近的李
大娘告诉记者，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村民会
到林子里捡拾苦槠果实，然后把它磨成粉，
做成好吃的“苦槠豆腐”。

据有关林业专家介绍，像这样大规模保
存完好的苦槠树群，在江南地区实属罕见。

苦槠古树群郁郁葱葱引客来

苦槠古树群。通讯员何江华摄

群众不愿搬，搬企业！
丰城市搬迁转型4家企业还196户村民一片绿色

我省普惠性幼儿园达7520所

超五成幼儿园“物美价廉”
部分幼儿园因房租过高降价难
关键词：
普惠性幼儿园是指公办幼儿

园（含集体或企事业单位举办）和
提供普惠性服务的民办幼儿园。

截至2016年底

在园幼儿159.04万人
较2010年增加36.04万人

共有幼儿园14071所
较2010年增加5553所

共有普惠性幼儿园7520所
占全省总数的53.44%

公办幼儿园比2010年
增加2886所

本报记者 万仁辉

为老师送自制贺卡

新余查处非法经营野生动物
本报新余讯（记者邹晓华）9月6日晚至

7日，新余市森林公安局、渝水区森林公安和
野保站组织联合执法小组，对渝水区一些集
贸市场和水产经营个体户开展非法经营野
生动物整治行动。

联合执法小组重点对渝水区珠珊镇、人
和乡集贸市场和水北镇水产经营个体户非
法经营野生动物情况进行了突击检查，查获
活体獾3只、野鸡2只、斑鸠6只、竹鸡6只、眼
镜蛇5条、菜花蛇8条、虎蚊蛙126只、青蛙50
只，死体野鸭25只、黄鼠狼7只、野猪脚4只、
野猪头 1个、野兔 4只、水鸟 7只、蛇皮 1张。
执法人员当即对有关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并
向群众发放保护野生动物宣传资料 200 多
份。之后，执法人员对查处的野生动物活体
进行了放生，对死体进行了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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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制贺卡祝老师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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