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员 肖强） 为确保长沙市西
二环路面整治工程施工的顺利
进行和施工期间道路的交通安
全畅通， 长沙市交警支队今日
就施工期间有关交通限制措施
发布通告。

根据通告， 以下为机动车
道实行全封闭限制的部分路段：
7月11日零时起至8月1日24时，

西二环罗家嘴立交桥西北匝道；
7月11日零时起至7月27日24时，
枫林路至金星南路路段西半幅
道路， 并且主道东半幅道路由
南往北调整为北往南通行； 7月
11日至7月26日每天的23时至次
日6时， 长宁立交桥南至杜鹃
路立交桥南路段东半幅道路。
原行经以上路段的机动车可绕
辅道通行。

长沙西二环路面施工
多路段实施交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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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赵江波 张庆新

邵阳县最贫穷的乡镇黄荆乡，就像
它的名字一样，方圆几十公里，只长荆
棘，不长树木。行走在海拔500多米的高
寒山区，放眼一望，除了漫山遍野的茅
草和荆棘，便是随处裸露的青黑石头。

“山坡陡岭石窝多，天晴三天无水
喝……”一首民谣，或许能反映当地人
真实的生活状态。

在山坡陡岭间， 有一所初级中学，
叫黄荆乡中学。 黄朝阳在这里一呆就是
25年。 25年中，她曾有多次机会离开，但
她都选择了放弃。 她说：“想到我的付
出，能改变孩子们的命运，就觉得值！ ”

7月4日，记者从邵阳县城驱车40余
公里，沿着曲折的山路，走进这所山区
中学，走近黄朝阳，近距离感受这位大
山女子的淳朴心灵。

蜡黄的脸，清瘦的身躯，一副高度
近视眼镜。 看上去，远远超出她的实际
年龄。

“她这是累的。 为了学生，她几乎把
命都搭上了。 ”黄朝阳小学时的数学教
师、现在的同事王和顺，谈起黄朝阳，很
是心痛。

黄荆乡中学自然条件差， 位置偏
僻，很多教师不愿意分进来。 1989年，以
优异成绩毕业于邵阳师专的黄朝阳，却
选择回到了家乡这所学校。 她还只有23
岁。

黄朝阳当了教师，把学生看得比什
么都重要。

“6点钟起床，叫醒学生，早练、早自
习。 上课到晚自习，一直到晚上10点钟
以后，寄宿的学生睡觉，她才回到房间，

还要备课、阅卷。 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
时。 20多年来，她一直都是这样。 ”主持
学校工作的副校长陈向明说。

黄朝阳工作25年， 当了25年班主
任，送走了10届毕业班。1993年，她送的
第一届毕业班60多个学生中，有20多个
考上了县重点高中， 还有4个学生考上
中专。 1996年，她送的第二届毕业班70
多个学生中，30多个考上县重点高中，6
个考上中专。

她把学生当子女。 2009年下学期，
她发现班上一个叫黄香娟的新生，上课
精神不振，下课也不太跟同学玩。 放学
后，她走了六七公里山路去家访。 原来，
黄香娟是孤儿，家里不但没房子，连床
都没有，每天睡在打谷机的木板上。 家
访后，黄朝阳做通爱人的工作，让黄香
娟住进自己不足30平方米的房子里，同
吃同住了3年。 去年，黄香娟以全乡第一
名的成绩考进了邵阳县的重点高中。

“没有黄老师， 我可能读不成书
了。 ”正在读初一的2012级学生黄滔，一
说起黄朝阳，就眼睛发红。

去年刚入学，黄朝阳发现黄滔每天
心事重重，神情恍惚。又是一次家访。黄
朝阳了解到， 黄滔年幼时妈妈就走了，
爸爸得了骨癌瘫痪在床。 通往家门的
路，长满了很深的茅草。 黄朝阳马上回
家叫上爱人，拿着柴刀，砍掉了黄滔家
门口的茅草。 接着，送去了棉被等生活
用品和500元现金。黄滔的情绪稳定了。
黄朝阳跑乡政府，跑县民政局，还把黄
滔的家庭情况发到网上，引起了更多关
注。 今年2月3日，我省一家媒体在长沙
专门为黄滔举行了一场爱心募捐，共募
得爱心款10万多元。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让黄朝阳本就
不太强壮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 颈
椎病、腰椎病、胃病、贫血、高血压等疾
病困扰着她。 这一切，她都忍着，从没向
领导反映。

陈向明是副校长，还是黄朝阳带
的第一届毕业生班学生。 他记忆犹
新。 1992年，陈向明正读初二。 有一
天，上课铃响了快10分钟了，黄朝阳
还没来上课。 以前，从没有出现过这

种情况。 课代表去敲门，发现黄朝阳晕
倒，趴在办公桌上。 几个力气大的学生
赶紧把黄朝阳背到附近的乡卫生院。 一
检查，贫血严重。 经抢救，黄朝阳醒了。
医生建议她休息几天， 但她拿了一点
药，很快就回来上课了。

“学生马上要毕业了， 课耽误不
起。 ”黄朝阳的心里永远只有学生。

2009年上半年，黄朝阳发现自己的
手也肿了，腿也肿了，连续咳嗽几个月
也不见好转。 她偷偷一个人到邵阳市中
心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她得
的是血管瘤！ 而且已影响到肺、肝、胃等
多个器官。 医生告诉她，这病没有特效
药，也动不得手术。 手术很可能导致瘫
痪，还会有生命危险。 医生建议她好好
休息。

黄朝阳的心凉了半截，真想大哭一
场。 但她很快冷静下来：与其伤心，不如
振作。 她把检查结果通知单悄悄放进口
袋里，没有告诉任何人。 到乡卫生院开
了一点中药，她又回到讲台上。

一上讲台，又是4年。

【记者感言】
教师常常被比喻成蜡烛: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以前，我更多的是把这个比
喻当作赞誉之词。 当我真真切切耳闻目
睹黄朝阳的故事 ，我才明白 ，简单地用
蜡烛比喻教师，远远难以表达黄朝阳的
毅力和品格。

我记住黄朝阳的家 ： 不足30平方
米，又是办公室、又是卧室的房间里，除
了简单的床 、书柜 、饭桌外 ，唯一的家
电，是一把落地风扇。 20多年来，她与同
样当教师的丈夫 ，除了付出 ，拥有的就
是这些。 生活在别处的人们，为这些清
贫而坚韧的教师，能付出什么？

盛翔

7月9日上午11时50分许，四
川江油市盘江大桥被洪水冲垮。
当地目击者称，约有十余辆汽车
坠入河中，其中包含2辆公交车。
由于河水湍急，救援难以有效展
开， 估计坠桥者生还希望渺茫。
（7月9日腾讯新闻）

7月9日10时10分，也就是大
桥垮塌前一个多小时，四川省气
象台已向全省发出暴雨红色预
警，要求做好防暴雨应急和抢险
工作。显然，这场暴雨是一桩“事
先知道”的天灾。不幸的是，垮桥
坠河的悲剧还是发生了。

面对已经提前知道的天灾，
为什么伤亡还是如此惨痛？

据悉， 此次垮塌的盘江大桥
之前一直被限制通行。 今年7月4
日，因新绵江公路施工，该桥经加
固、维修后才被重新投入使用。于
是，真正的问题来了，既然曾经是
一座限制通行的老旧大桥， 因为
施工需要才临时成为应急桥梁通
道，在接到暴雨红色预警之后，有
关部门为何没有想到及时封桥？

眼下当属暴雨季节，全国垮
桥事故已发生多起， 仅在四川，
之前一天就发生了汉旺牛鼻子
大桥、兴隆绵远河大桥等多起垮
桥事故。 面对近在眼前的教训，
为何相关部门非得付出惨痛的
生命代价后才会猛然惊醒？

在可以提前预报的天灾面
前，政府部门越重视，防御预案
越细致， 人员伤亡情况就会越
少。这是常识，是真理，也是政府
部门应该做到， 也是能够做到
的。比如暴雨时立交桥下积水严
重，就要提前准备好应急排水设
施； 比如某些地方泥石流危险
大， 就要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安
置；比如暴雨时窨井盖容易被冲
走，就要提前安装防坠网；比如
洪水冲毁桥梁的事故频发，就应
当想到在暴雨袭来前采取措施
封桥……

四川江油发生的垮桥事故
警醒我们：面对天灾，提前将应
对预案准备得细些、 再细些，提
前将防御工作做得足些 、 再足
些， 即使不能阻止灾害的发生，
却能将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罗垲炜 钟群） 夏日
炎炎， 酷暑难耐， 选择游泳避
暑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省疾控
中心专家特别提醒， 这一时段，
要特别注意防范红眼病。

据该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
我省今年已报告急性出血性结
膜炎700余例， 发病形势基本与
往年相当， 其中湘西自治州、
长沙市和益阳市的发病数较多，
进入3月份以来发病数量逐月上
升， 5月份报告病例148例。 根
据往年发病规律， 该病的发病
数还会继续增多， 往往在7月份
达到发病高峰期。

为什么游泳会染上红眼病
呢?�该中心流行病防治科刘富强
博士介绍， 医学上将红眼病称
为流行性出血性结膜炎， 通过
接触传染， 如接触患者用过的
毛巾、 洗脸用具、 水龙头、 门
把、 游泳池的水、 玩具等。 它
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眼病， 常
在幼儿园、 学校、 医院、 工厂
等集体单位广泛传播， 造成暴
发流行， 常表现为眼痛、 异物

感、 畏光、 流泪， 单眼或双眼
红， 有大量黏液脓性或浆液性
“眼屎”， 大多数病人经及时治
疗愈后不影响视力， 但个别病
人可造成角膜病变。

专家提醒，市民在游泳前可
滴点眼药水， 例如氯霉素眼液、
诺氟沙星眼液，儿童可用妥布霉
素眼液点眼睛，有眼疾者不宜游
泳。 游泳时最好戴密封性好的游
泳镜，眼睛尽量少接触游泳池里
的水， 游泳后用清水冲一冲眼
睛，然后滴两滴眼药水，这样可
以杀死对眼睛有伤害的病原体，
不要戴隐形眼镜游泳。

预防红眼病关键是保持个
人卫生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触摸眼睛前后要彻底洗手， 不
用脏手揉眼睛， 勤剪指甲。 特
别提醒的是， 有些人在网吧上
网后发现自己得了“红眼病”，
是因为使用公共键盘后又用手
去揉了眼睛， 所以接触公用电
脑键盘后要洗手， 切忌揉眼 、
搓脸。 患儿家长发现孩子眼睛
不适时应及时去医院诊治， 不
要私自在家中用药。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谭克
扬 )今天 ,长沙市委宣传部等单
位宣布：该市确定的“推进长沙
‘六个走在前列’，提升城市综合
竞争力的发展思路与对策研究”
和“长沙基本实现现代化发展战
略研究” 两个社会科学重大课
题,从现在起面向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界公开招标，海选献智长沙
发展的最优方案、最佳见解和最
新研究成果。

为更好地围绕中心、 服务大
局， 组织社科专家学者对全市全
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
进行研究，为推进长沙“六个走在
前列”， 共圆长沙人民的“小康
梦”、“两型梦”和“幸福梦”提供理

论先导和智力支持。 中共长沙市
委宣传部、 市社会科学规划委员
会办公室、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确定， 共同组织对上述两个社科
重大课题向全国进行公开招标。

凡具有两名以上正高职称
的国内哲学社会科学专业研究
团队，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丰
富，并在社科课题研究领域取得
过显著成绩的， 均可报名竞标。
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31日， 完成
时间为11月20日前。 相关要求
可通过长沙政务公开网（www.
changsha.gov.cn）进行查询。 据
悉，这两个课题的中标者，将分
别获得35万元的研究经费，这在
我省同领域尚不多见。

———预防常见疾病专家支招
省卫生厅疾控处、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办

湖南日报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身边的美丽

寻找最可爱乡村教师

三湘 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7月8日， 南华大学志愿者在祁东县归阳镇为群众义务维修电器。 日前， 该校组织35
支小分队、 1655名青年志愿者， 深入农村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送文化、 送科技、 送卫生”
下乡服务活动。 曹正平 龙瑾瑜 摄影报道

暴雨袭来，为何没封桥

海选献智发展最优方案
长沙两个社科重大课题面向全国招标

黄荆丛中升起的“朝阳”
———记邵阳县黄荆乡中学教师黄朝阳

7月4日，黄朝阳（左）和丈夫游建军一起学习业务知识。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7月是红眼病发病高峰期

游泳避暑注意用眼卫生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李国
斌）唐之享和周鼎安合著的《这
就是长沙》， 近日由湖南大学出
版社出版。作者在该书中展现了
一个历史与现代相结合的长沙，
可谓为长沙作传。

每座城市都有别具一格的
城市记忆、 城市历史、 城市品
格。 长沙， 留给人们的是怎样
的记忆？ “山水洲城” 的城市
风貌， “历史古城” 的丰富遗
存， “楚汉名城” 的人文光芒，

“革命圣城” 的时代乐章， 既
是， 似乎又不全是。 唐之享和
周鼎安退休之后仍笔耕不辍，
合著了这部长达83万字的 《这
就是长沙》， 为长沙作传。

书中全面而深入地介绍了
长沙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变化，有
详细的史料， 有鲜活的人物，有
生动的故事， 有客观的评说，内
容丰富，文笔优美，感情真挚，展
现了一个丰满的、立体的、历史
与现代相结合的长沙。

《这就是长沙》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