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文明交通公益广告

本报讯（童建华） 烧茄子，又叫火

烧茄子， 是将茄子用火烧或烤熟后，做

成的一道凉拌家常开胃美食———凉拌

烧茄子。

烧茄子外酥里嫩 、焦香软滑 、酸辣

适中、味道鲜美，茄子中含有维生素

E

，

还有防止出血、消肿止痛、延缓衰老的

功效，是一道深受侗家人喜爱的清热解

暑、营养丰富的传统特色佳肴。

制作烧茄子的材料有：本地的新鲜

紫色长茄子 （要均匀不宜太大）、 鲜青

（红）辣椒、鲜大西红柿 （也不宜太大）；

辅料有大蒜瓣、生姜、食盐、酱油、醋、味

精等调味料；另外准备一盆炭火或一堆

柴火。

烧茄子的制作方法是：先在火盆上

搭一铁架，或架一把长铁钳。将茄子、辣

椒、大西红柿去蒂后，清洗干净沥干水，

然后把这几种食材，整个（不用切破）地

分别放在架上，直接用火烧烤至熟。 在

烧烤时， 要不时地用夹子或筷子翻动，

使其得到均匀地烧烤。

待茄子、辣椒、西红柿都烧烤熟后，

分别把它们被火直接烧焦烧膨起来的

表皮揭掉，再把去掉外皮的茄子、辣椒

用手撕成小条 ， 把西红柿用手掰成小

块，一起放入碗钵里，加入大蒜末、生姜

末、葱花、食盐、酱油及味精等调料抄拌

均匀，焦香滑嫩 、清爽鲜美的凉拌烧茄

子就做好了。

也可将烧烤熟的茄子、辣椒 ，揭掉

被火烧焦烧膨起来的表皮后，撕成大条

大块，西红柿用手掰成小块 ，放入擂钵

里稍稍擂捣烂，加入大蒜末、生姜末、葱

花、食盐、酱油及味精等调料抄拌均匀

即成。

凉拌烧茄子这道菜的特点就是，在

制作过程中，对主要原材料茄子、辣椒、

西红柿的处理基本不用刀，都是用手撕

或掰出来的。 按侗家人质朴的说法是，

它们没有沾铁腥味，保留了食材的原本

味道，所以比用刀切的要好吃。

烧茄子

玉 屏 味 道

近年来，我县围绕“增学位、扩资源、

提质量”发展思路，加快推进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一个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均衡发

展的学前教育体系已然形成。

整合资源 推动普

及普惠教育落地见效

走进县第二幼儿园，一栋黄白相间的

三层教学楼在绿荫的掩映下显得格外亮

眼。 大楼后的活动场地平坦整洁，木制攀

爬架、滑滑梯等户外设施齐备 ，周边的绿

植与环境融为一体，和谐自然。

我县坚持把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纳入

民生工程项目，建立了“以财政投入为主

的农村学前教育成本分担 ”机制 ，将学前

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明确规定学前教

育经费投入不能低于教育财政投入的

5%

，保障财政投入到位。 同时，多部门协

同建立了共同参与的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联动机制，合力促进全县普及普惠教育落

地见效，解决了广大群众入园难、入园贵

的问题， 让农村幼儿家庭得到更大的实

惠。

“我们主要服务康华安置点和周边村

（社区），在解决好搬迁户子女和进城务工

子女入园难问题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缓

解了城区幼儿园的压力。 ”县第二幼儿园

园长万国珍说。该园属于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配套学校，总投资

1753

万元，占地面

积

1.5

万余平米 ，

12

个班的办园规模 ，

2020

年秋季正式开园。 目前有大、中、小

10

个班级共

362

名学生。

目前，我县共有幼儿园

73

所（其中公

办

61

所 ，民办

12

所 ），在园幼儿

6708

人

（其中公办

5210

人 ，民办

1498

人 ），普及

普惠性幼儿园

68

所 （公办

61

所 ，民办

7

所），普及普惠率达

95%

。

强弱结对

全面提升学前教育总体水平

“我们作为龙头园 ，关键起到一个引

领和督导的作用 ，积极带动乡镇园的发

展，乡镇园负责带动辖区内的幼儿园 。 ”

县实验幼儿园园长姚婷介绍 ，目前全县

形成了以县实验幼儿园为龙头园 ，各乡

镇 （街道 ）中心园为分园 ，采用分园带动

民办园 、山村幼儿园的 “玉屏幼教共同

体 ”集团化办学模式 ，建立了

9

个学前

教育资源中心 ，将全县划分为

4

个教研

指导责任区 ，由龙头园骨干教师与中心

园园长组建成

4

个专家组 ，依托集团化

办园管理网络 ，层层覆盖到乡镇 、村级

幼儿园及民办园 ，全县学前教育总体水

平大幅提升 。

我县按照“政府保基本、民营保特色”

基本思路和“一村一园”的建设要求，学前

教育集团化办学覆盖全部乡镇幼儿园。一

方面建立集团化办学的经费保障机制，全

县幼教集团、山村幼儿园相关经费由县财

政统一拨付，确保运转有保障。 另一方面

发挥龙头园的辐射带动作用，由教育局牵

头，探索以县实验幼儿园为龙头园，管理

各乡镇中心园，乡镇中心园管理辖区内山

村幼儿园办学模式，实现全县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均衡发展。

“在师资培训方面， 还实行 ‘青蓝结

对’， 龙头园的骨干教师与各乡镇的幼教

老师结对‘一对一’传帮带，将龙头园的管

理办法、教育理念和好的教学方法传授给

乡镇的幼教老师，加快实现学前教育公平

均衡协调发展。 ”县教育局学前办负责人

洪丹说道。

建强队伍

提高办园专业水平

坚持把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摆

在突出位置 ， 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培训力

度，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让教师普遍接受

现代教育观念洗礼，为全县幼教事业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师资基础。

不断完善教师管理制度，出台中小学

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制度，每年定期开展园

本培训、 县级培训及国培计划等相关培

训， 落实教师定期培训和全员轮训计划，

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升，师资队伍逐

渐形成以本科为主的专业化团队。

此外，还推行“招转聘募”并举 ，多渠

道扩充幼儿园在编教师容量。全县幼儿园

教职工从

2012

年的

63

人增加到今年春

季学期的

741

人。 专任教师从

2012

年

48

人增加到现在的

460

人，有力保障了全县

学前教育“两教一保”教学力量。

“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推动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再上新台阶，进一步提升学前教

育保教质量 ， 全面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

展，努力为全县人民提供更高质量的学前

教育。 ”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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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教育让城乡幼儿共享教育福利

龙英子

遗失声明

兹有位于平溪街道紫气路

108

号杨开兰的土

地使用证 （证号 ：玉集用 （

2009

）第

169

号 ）和不动

产权证书（证书编号：

50007200

）不慎遗失，特此声

明作废。

杨开兰

2021

年

7

月

22

日

注销声明

兹有位于大龙新街的贵州大龙流星网吧的营

业执照（营业执照编号：

5222202000013

），贵州大龙

流星网吧的一切债权债务在登报之日起

45

日，向

该企业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登记，逾期视为放弃，

贵州大龙流星网吧不再承担一切债权债务。 特此

公告。

贵州大龙流星网吧

2021

年

7

月

22

日

遗失声明

兹有玉屏县甜多点烘焙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 （许可证编号：

JY25206220029403

） 不慎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玉屏县甜多点烘焙店

2021

年

7

月

22

日

遗失声明

兹有玉屏侗族自治县洪哥副食店的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5206220017690

）不

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玉屏侗族自治县洪哥副食店

2021

年

7

月

22

日

本报讯 （葛永智） 咻咻咻、 咻咻咻

……

7

月

18

日，田坪镇天穆研学营基地，

一群青少年正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射箭

运动 ，山间营地的靶场上 ，不时传来 “啪

啪”的中靶声和学员的呐喊声。

“这里温度适中 、空气好、环境好 ，真

是运动和避暑的最佳体验地。 ”一堂课程

结束，助教许耀圆对侗乡玉屏的生态评价

道。

许耀圆所说不错。天穆研学营基地距

离田坪镇政府

3

公里 ， 基地四周森林环

绕，临水而居。 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的气

候，为营地教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近年来， 我县立足本地生态优势，积

极引进龙头公司，大力挖掘“研学旅行”的

乡村旅游特色，深度探索以“营地教育”为

平台、以旅游为导向的“教育

+

旅游”产业

融合新模式，全力推动县域全域旅游高质

量发展。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天穆研学营将

自身所富集的品质教育能量与我县的秀

山秀水相融合，在千亩山林中开展高素质

的自然教育课程，引导孩子在自然中习得

技能、收获成长。

“营地是没有围墙的学校， 这种新的

教育方式会让孩子的成长更加健康快

乐。 ”天穆研学营基地负责人汤志勇说，基

地面积

1420

亩，是集青少年营地教育、户

外拓展和团建为一体的汉英双语共享营

地。

在沉浸式的自然教育场景中，天穆研

学营打造了农耕营地、阳明文化馆等 “十

营六馆”，共设

8

大类

135

门课程，为青少

年提供多元化的主题教育，培养孩子的团

队精神、担当能力及责任心等优秀品质。

同时，天穆研学营以弘扬我县侗族文

化为己任， 通过挖掘和传承侗族歌舞、箫

笛文化、篝火晚会等民族文化 ，让青少年

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接受民族文化的熏陶。

随着营地教育热度的不断攀升，未来

在持续深耕营地教育领域的同时，天穆研

学营还将与周边景区形成旅游环线，积极

开发年轻人团建 、 老年人康养旅游等项

目，塑造全新文教地标，全力打造西南地

区最大的营地教育基地，为文旅产业发展

赋能、提供新思路。

当营地旅游撞上侗乡玉屏

本报讯（姜南 记者 黄明宽 江仲伍）

7

月

19

日，“曙

光”公益课堂开班仪式在朱家场镇柴冲村举行。

“曙光”公益课堂由县税务局和柴冲村联合举办，旨

在解决柴冲村少年儿童暑假教育、安全问题。 课堂以辅

导孩子作业为主，期间还将为孩子们讲红色故事，培养

他们的爱国情怀。

志愿者教师张天巨说：“我作为柴冲村的一名党员

教师，很荣幸能成为本村

2021

年暑假‘曙光’公益课堂

的志愿者老师。我们将通过暑假辅导来提升学生的学习

兴趣，逐步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 ”

柴冲村学生张金明说：“公益课堂开班，让我感受到

了社会对我们的爱心和善意。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

爱护，我们一定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的学生，让爸爸妈

妈放心。 ”

对于柴冲村的不少家长来说，“曙光”公益课堂的开

课更是为他们解决了大难题。

柴冲村村民张开友说：“放暑假了，孩子们的父母都

在外面打工，全靠我们老人在家照看，对我们来说是个

大难题，现在有了这个公益课堂，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孩

子在家学习和教育的大难题，非常支持和感谢。 ”

“曙光” 公益课堂的开课充分体现了国家税务总局

玉屏侗族自治县税务局和柴冲村积极履行党员义务与

责任，是他们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生动缩

影。

县税务局工作人员王颖说：“希望通过‘曙光’公益

课堂，让我们的少年儿童更好地学习党史，将红色基因

融入他们的血脉之中。 ”

柴冲村乡村振兴第一书记姜南说：“我们结合‘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举办了这次活动，希望通过这样

的方式，寓教于乐，在提高孩子们学习兴趣的同时，也让

他们度过一个安全、有意义的暑假。 ”

柴冲 “曙光 ”

公益课堂开班

7

月

21

日，在位于皂角坪街道四眼塘村三角道片区的中和石油库项目现场，

工人们正在桥面上，绑钢筋、锯木板、电焊等，一派繁忙。 截止目前，石油管线、办

公楼、化验室装修、厂区绿化、配电室装修、罐区等主体工程已完成，预计

9

月份

正式投入使用。

黄明宽摄

本报讯（刘榜兵） “我昨天晚上在牛场坡公路上拾

得一个钱包，联系不到失主，请你帮我联系一下。 ”近

日， 亚鱼乡瓮袍村丫龙口村民杨发喜急匆匆地来到村

活动室，焦急地说。

得知其来意后， 正在村活动室为民服务大厅值班

的驻村第一书记刘榜兵立即与亚鱼派出所联系， 查清

了失主杨世景的联系方式， 并通知他到村活动室领取

丢失的钱包。

当天下午， 失主杨世景从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

米贝苗族乡碧朗村赶到瓮袍村活动室。 经确认，该钱包

正是杨世景丢失的钱包，钱包内的驾驶证、行车证 、身

份证、 银行卡完好无损。 在驻村干部和村干部的见证

下，杨发喜将钱包交给了失主。

“你们村民的素质真好、 觉悟真高！ 非常感谢你

们！ ”杨世景接过钱包后感激地说。

杨发喜拾金不昧的行为只是瓮袍村持续推进乡风

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瓮袍村共举办了

2

期

村素质提升培训班，

146

人接受了为期

15

天的培训。

为你点赞，亚鱼杨发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