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左丹

她带着患病的母亲，以校为家，在大
山深处教书育人，整整29年了。

从青丝缕缕，到鬓角丝丝白发；从一
个人“包揽”所有科目的教学点，到担任有
300多名学生的小学校长。 29个春秋，她
将自己全部的情与爱，都奉献给了山区教
育，奉献给了山里的孩子们。

她叫王怀军，石门县雁池乡苏市完小
校长。

7月10日，当我们从石门县城出发，沿
着盘旋的山路， 驱车近3小时抵达雁池乡
苏市完小时， 只见她从校园走廊走来，带
着一副宽边眼镜，微胖的身材，一身朴素
得体的衣服，有着妈妈式的亲切以及超出
同龄人的苍老：年仅49岁的她，两鬓已泛
起白发，眼角堆满了皱纹。

与她面容的苍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她身后这所山区小学的“靓丽”。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安装了电子白板
和教学电脑，可以开展网上教学。 教研楼
内，图书室、阅览室、多媒体教室、现代化
的实验室一应俱全。

校园内处处书香四溢，教学楼墙上和
走廊上悬挂着校长寄语、书法作品，名人
名言等，就连学生食堂都有一个好听的名
字———“粒粒堂”。

青山耸翠，鸟鸣啾啾，仿佛置身于一
所环境优美的城市小学。

而在5年前， 这里曾是一所十分破败
的山区小学，校舍千疮百孔，教师人心思
走，学生纷纷流失。

“我刚到学校时，300多名学生走得只
剩180多人。教室是天上下大雨，屋内下小
雨，不少孩子连课桌都没有……我连续几
夜失眠了，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

王怀军出生在雁池乡三亩池村。来苏

市完小之前，高中毕业的她已在山区讲台
耕耘了整整24年，曾在一个村教学点“包
揽”了两个年级的所有科目，在一所山区
完小任教务主任。

这期间， 她有多次离开大山的机会。
1988年，父亲病退，王怀军可以到县城顶
职。 此时，她参加工作仅仅4年，是一名村
教学点民办教师。 经过一番痛苦抉择后，
她告诉父亲：“山里的孩子需要我。为了他
们，我愿意把头发白在家乡的讲台上。 ”

亲朋好友替她惋惜，王怀军却无怨无悔。
29年里， 王怀军的父亲因病早逝，丈

夫常年在外地工作，母亲晚年患上了周期
性的精神病， 每次发病总是持续一个多
月。为了既照顾母亲，又不耽误工作，王怀
军将母亲接到身边，以校为家，带着患病
的母亲教书育人。 2008年来到苏市完小

后， 王怀军一边在学校旁租了一间小房
子，安顿好患病的母亲，一边全力投入改
变学校面貌的工作中。

2009年10月，新一轮合格学校创建工
作启动。 王怀军觉得这是一次改变学校面
貌的好机遇，决心创建常德市合格学校。对
资金短缺的农村学校来说， 硬件达标谈何
容易？ 验收期限短，创建工作难度相当大。
这段日子里，王怀军奔波于市、县有关部门
之间，如实反映学校情况和困难，积极争取
外援。 为了节约每一分钱，她出差尽量搭便
车， 随身带着方便面， 住廉价的家庭小旅
馆。 为节省开支，她带领师生开辟菜园，
种菜养猪，自给自足。

有年冬天，天寒地冻，为了向一个
领导汇报争取项目资金，她在县城等候
了整整4天4夜，终于在第4天晚上，冒着

倾盆大雨， 等到了刚从外地出差回来的领
导。 王怀军的这份执着和诚心感动了领导。
这位领导给学校批了10万元项目资金。

夜以继日，来来往往，王怀军争取到
项目资金98万元，新修了食堂、浴室、厕所
及传达室；添置了电脑、多媒体设备、实验
室器材；争取外援资金31万元，完成了教
学楼、办公用房的改造维修；建设了宣传
橱窗和校园文化墙，硬化了200米校道，在
海拔800米的高山上拉通了2公里饮水管
道，引来山泉水，解决了师生用水老大难
问题。 安装了智能广播系统，告别了古老
的电铃，建设了只有城区学校才有的“班
班通”，还给每位老师配备电脑。学校旧貌
换新颜。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山里娃也能
享受到现代化的优质教育。 ”

为了实现梦想，王怀军最大的心愿就
是希望能培养本地的年轻教师，稳定山区
教师队伍。

【记者感言】
这样的一所现代化小学，不是“形象

工程”，不是“面子工程”，是实实在在为山
区孩子着想，为了山区孩子不被高速发展
的现代化所遗忘。

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灵魂。 一个女人，
29年坚守深山教书育人，已不容易；要将
一所破败的学校建成现代化学校，更不容
易。何况她还有一个随时需要照顾的患病
母亲。岁月的磨砺、家庭和事业的重担，她
比城市某些养尊处优的同龄人要苍老许
多， 但她在山区孩子的心目中是年轻的。
她让人敬重，让人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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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勇 樊思源 实习生 杨燕飞

【同心故事】
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镇汉回村，三面倚山，山水相映，

民族风情浓郁。 村内既有佛教的铁炉寺，也有伊斯兰教的
清真寺，汉回两族人民世代交好，和睦相处。

7月19日，记者漫步该村别具特色的伊斯兰建筑之间，
感受到鲜明的回族文化气息。 长沙市开福区委统战部副部
长涂浩介绍， 汉回村是长沙市惟一的少数民族聚居村，现
有回族人口500余人，占全村人口的1/3还要多。 由于经济
基础薄弱、交通不便等原因，村人均年收入远低于城镇平
均水平，村内低保户、困难户数量占全村总户数的17%。

为推动该村加快发展，省委统战部出谋划策、帮助引
资引智。 2010年，长沙市、开福区投入资金3500万元，带动
民间资本投入3.5亿元，先后高标准完成了民族团结广场、
清真寺、回民民居改造、民族团结活动中心以及回民墓地
保护等重大项目建设。2011年，省市区继续加大投入力度，
把该村作为4A级旅游景区进行提质改造。 2010年，回族青
年兰礼家的红砖房被纳入特色民居改造工程， 改造后，兰
礼的家“摇身一变”成为以白、绿色为主色调的地道回族民
居。在村里帮助下，家人还在家门口开起了清真食品店。兰
礼逢人便高兴地说：“生活就像坐火箭，幸福感飙升。 ”

2012年7月，开福区统一战线开展“汉回同心行”活动，
组织统一战线各界人士支持汉回村发展。 7月24日，长沙市
首个村级慈善机构开福区汉回村“汉回一家亲互助会”成
立，部分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以及汉回村党员干部纷纷为

“互助会”捐款共100万余元，8家企业还与汉回村的小微企
业现场签订结对帮扶协议。 回族村民马勇自办了一家设备
租赁企业，但苦于没有资金，规模一直很小。 与爱心企业结
对帮扶后，不仅厂子有了资金支持，业务上也得到不少帮
助，现在他的租赁业务量节节攀升。

随着村容村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汉回村村民年人均
纯收入从2009年的6000元，增加到2012年的28640元。

【同心连线】
目前，我省正抓紧编制出台专项规划，制定今后几年保

护与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工作目标。龙山县苗儿滩镇捞车
河村， 通道侗族自治县坪
坦乡坪坦村、 黄土乡皇都
侗文化村， 城步苗族自治
县长安营乡大寨村， 江华
瑶族自治县大圩镇宝镜村
等100个村庄进入了规划
序列， 把改造特色民居与
发展特色旅游产业结合起
来、 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结合起来， 其中大部分已
正式启动建设。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王真栋 ） 200多只或大或
小的肉鹅，在绿油油的苎麻地里悠
闲踱步，不时吃上几口嫩茎叶。 最
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专家聚会长
沙，现场观摩中国农科院麻类研究
所研发的苎麻园生态肉鹅养殖技
术。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为组长
的专家组认为，该技术在保持生产
性能稳定的条件下，可节省约50%
的精饲料，显著降低养殖成本。

苎麻是中国的特色作物，但传
统生产收获纤维作为唯一的产品，
其原麻占地上部分生物量不足
20%。增加苎麻用途，拓宽其产业链
势在必行。 中国农科院麻类研究所
培育出了首个饲料用苎麻品种“中
饲苎1号”，其嫩茎叶粗蛋白含量达
20%以上，且再生能力强、生物产量
大， 每年可持续供应食草8个月以
上。 通过整合高产高效生态栽培、
肉鹅分区轮牧、补饲全价饲料、资源
循环利用等核心技术，该技术将苎
麻资源利用率从20%提升到70%以
上，充分发挥了苎麻的饲用价值，实
现了种植和养殖的高效结合。 两年
试验表明，每亩麻园每年可承载80
至120只肉鹅。 宁远县拨清波种麻
养鹅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用该技术
后，与喂饲料的鹅相比，平均每只鹅
至少可多获35元以上的利润。

据悉， 在麻类作物多用途方
面， 中国农科院麻类研究所还取
得了多项研究进展。 过去废弃不
用的麻骨和麻叶混合而成的青贮
料， 变成了杏鲍菇的沃土和肉牛
的美食。 麻地膜、麻育秧膜也优势
明显。

通讯员 李支国 刘洪文
本报记者 周怀立

暑假到了，炎陵县鲁坑小学少了学生
的喧闹。 校园内，由校友尹灵剑投资兴建
的文化观景园已悄然开建。 这些天，74岁
的名誉校长、特级教师马安健也几乎天天
都到工地察看工程进度。

每一次都看得很细。 看着他专注的神
情，很少有人知道，他与这个捐资建园的
尹灵剑，有着41年的不解之缘。

追击激流70米
老师救回落水娃

尹灵剑说，“马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
41年前救了我的命。 回报学校，回报恩师，
是我应该做的。 ”

1972年夏，尹灵剑还只5岁，跟着在小
学读书的哥哥在学校玩。 一天下午放学
后，他又一蹦一跳地跑在最前头。 但这天
下午刚刚下过暴雨，此时，河水已经漫上
必经之路上一座桥的桥面。

小灵剑一踏上木桥，低头望着湍急的
河水，感觉头晕目眩，脚下一滑，便跌落河
中，瞬间被冲出好几米远。 来不及多想，伴
学生回家的马安健老师几个箭步冲上桥，
和衣跃入激流。 岸上，孩子们惊恐呼叫。

激流中， 小灵剑被洪水裹挟流走，马
老师凭着良好的水性奋力向他游近。

下游70多米远，是一条岩石建造的灌
溉水渠，河道在此收缩变窄，上游来水全
部汇入水渠，水流因此越发湍急，如果落
水的小灵剑被冲进水渠口，后果严重。 10
米，5米，3米……水渠口就在眼前，千钧一

发之际，马老师用尽全力抓住了灵剑的手
臂。

被救上岸的小灵剑久久说不出话来，
面色苍白。 马老师将小灵剑翻过来，放在
膝盖上，双掌拍打其背部。 待哗哗吐了一
大滩水，小灵剑哇地一声哭出声来。

学生考上大学
兄弟下跪谢恩师

灵剑的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被划为
右派，下放到船形林业站，母亲陈年秀是
船形林业站的医务工作者。 灵剑兄妹5人，
其中4人都是马老师的学生，包括灵剑。 尹
灵剑的家和马老师家相距2公里。 灵剑被
救后，每年过年，都要到马老师家登门拜
年。

灵剑读二年级时，母亲去上海医治心脏
病，需要父亲陪同照料。 马安健老师主动承
担起照顾灵剑兄妹的学习与生活。 每天准时
接送灵剑兄妹上学、放学，中午安排在学校
吃饭，这样整整持续了近半年时间。

1973年底，马老师的妻子突发急性肠
胃炎，腹泻不止，被紧急送到船形林业站
医务室。 尹灵剑的母亲知道后，一面帮助
抢救， 一面打电话从县城叫来救护车，使
马老师的妻子转危为安。

情如流水，滋润着师生两家。
1985年，尹灵剑以优异成绩考上西安

冶金建筑学院。 8月27日晚上10点多，哥哥
陪着灵剑，敲响了马安健老师家门。

已经入睡的马老师从床上爬起来，打
开房门。 尹灵剑双手捧着大学录取通知
书，“扑通”一声，和哥哥双膝跪在了马老
师跟前。 尹灵剑泪流满面地说：“马老师，

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没有您，就没有我的
今天，谢谢您！ ”

马老师赶快扶起灵剑兄弟俩，眼眶里
闪动着激动的泪花：“剑剑，老师不需要学
生感恩。 将来学了更多知识，有机会就回
报社会！ ”

学生创业有成
倾情建设感恩园

大学毕业后， 尹灵剑经过多年打拼，
于2011在长沙年成立了“美兰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

“剑剑，做人不能忘本，马老师对我们
有恩，有机会你一定要好好报答！ ”4年前，
母亲临终时这样叮嘱尹灵剑。

母亲的话，他一直没有忘记。 那么，怎
样感谢老师的恩情呢？

尹灵剑知道，马老师扎根山区从教54
年，创造的复式教学法享誉全国，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推广。 他是湖南省
首批中小学特级教师、 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劳模。 株洲市政府还专门以他的名字命
名，设立了“马安健教育奖”。 如今马老师
74岁，没有退休，担任着鲁坑小学的名誉
校长。

对，就为母校做点贡献，以报答马老
师。 几经考虑，他决定投资为母校建设一
个文化观景园，包括通透式围墙、文化长
廊、种植园、休闲亭。

“恩师， 您看休闲亭取个什么名字
好？ ”澎溪河边，尹灵剑问。

“得教会学生热爱祖国母亲，热爱母
校，热爱自己的母亲，就叫‘爱母亭’吧！ ”
马安健老师答道。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万尚真）记者
最近从省国税局获悉，省国税局今年上半年认真落实税收
政策，共计减免退税101.16亿元，其优惠对象特定，针对性
强，效果明显，有力支持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
调整。

据统计， 省国税局上半年办理出口产品退税38.49亿
元，落实高新技术企业、支持残疾人就业、再就业扶持、起
征点提高等各项优惠政策共计减免税收42.35亿元， 实际
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20.32亿元。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陈薇 李国斌）近日，由省文联
主办、省画院承办的“‘夏日新象’湖南省画院作品展”在省
画院美术馆开幕。 这是闭馆半年、提质改造后的省画院美
术馆举行的首场展览， 馆内的基本硬件设施焕然一新，能
更好地发挥其公益文化场馆作用。

此次展览共展出省画院专职画家最新创作的艺术精
品60余幅，是省画院创作实力的一次整体展示。 该展览将
持续至7月24日止。

守着深山白了头
———记石门县雁池乡苏市完小校长王怀军

王怀军老师（中）与家长进行交流。 本报记者 刘尚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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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就像坐火箭，
幸福感飙升”

上半年省国税局
减免退税100余亿元

省画院美术馆
提质改造后首展亮相

精饲料减半 品质不减

苎麻嫩茎叶
养鹅更高效

本报7月21日讯（通讯员 朱新
根 记者 陈勇）7月18日，由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携手新浪湖南共同
发起的2013湖南“圆梦行动”正式
启动，将通过新浪微博和新浪微公
益等新媒体工具，搭建学子求助和
公众结对捐赠平台，帮助今年考上
二类本科及以上院校、品学兼优的
湖南籍贫困应届高中毕业生圆大
学梦。 受资助的学生将获得每人
5000元的资助款。

据了解，凡符合条件的学生可
登录新浪湖南“圆梦行动”专属页
面在线下载填写《申请表》，并提供
录取通知书（或网上录取截图）、反
映家庭境况的申请理由等资料，以
邮件的方式发送至省青基会。 社会
公众可通过新浪微公益进行网上
捐赠，同时也可以通过银行、邮政
及现场捐赠等多种途径为贫困学
生奉献爱心。

“圆梦行动”
爱洒贫困学子

7月 20日 ，
“ 保 护 湘 江 源
头， 从我做起”
签名活动在湘
江 源 头———蓝
山县野狗岭举
行 ，500多 名 干
部群众和游客
参加签名，表达
了保护母亲河
源头的决心。

李先志 摄

“爱母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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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 印象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何国庆）今天，普通高校招生本
科二批单科成绩优秀考生录退结束。 为期6天的本科二批
招生大幕由此开启。 今晚，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这一批次
的投档线（查询投档线详情，请登录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
（www.hneeb.cn）。 7月22日，开始非定向志愿录取。

参加本科二批录取的为一般本科院校（含民办本科院
校、职高对口招生本科专业）。 今年本科二批文科类最低录
取控制线为：文史类502分；音乐类文化327分，专业208分；
美术类文化403分， 专业225分； 体育类文化368分， 专业
247分。 理科类最低控制线为：理工类423分；音乐类文化
274分，专业200分；美术类文化316分，专业222分；体育类
文化318分，专业228分。

根据录取日程安排，7月22-23日， 非定向志愿录退；7
月24日8:00-18:00， 考生上网填报征集志愿；7月25日，征
集志愿录退；7月26日，预科班、高水平运动员、省内高校文
艺体育特长生录取，本科二批录取全部完成。

我省招生政策规定，本科二批征集志愿投档后，生源
不足的农林、航海、地矿等外省院校和在湘高校，可按照考
生填报的征集志愿在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以
内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录取。 因此，省教育考试院提醒，7月
24日，未被录取的考生（含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
分内的考生）要及时登录湖南省招生考试信息港，查看高
校生源缺额计划情况，填报征集志愿。

本科二批开录
●昨晚公布投档线，今天开始非定向志愿录取
●7月24日8时至18时填报征集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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