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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阴转多云 14℃～23℃
湘潭市 多云 15℃～25℃

张家界 阴转阵雨 15℃～22℃
吉首市 阴 14℃～21℃
岳阳市 多云 14℃～22℃

常德市 多云 15℃～23℃
益阳市 多云 14℃～23℃

怀化市 多云 15℃～25℃
娄底市 多云 14℃～24℃

衡阳市 多云 17℃～26℃
郴州市 阴转多云 17℃～26℃

株洲市 多云 14℃～24℃
永州市 多云 16℃～25℃

长沙市
今天，阴天间多云，明天阵雨转多云
北风 2~3 级转南风 2~3 级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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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亚平

莺飞草长，瘦雨成诗。清明时节，湖
南民族职业学院儒风雅意的戴金波老
师，带着一群学生，聚集在一间桃林掩映
的草亭内，开始“斗诗”。一炷香，一面小
锣，香灭锣响，未成诗者，面湖思过。一切
仿佛回到古代。

轮到詹险平同学吟诗， 戴老师出题
即景。 詹险平有些紧张， 一炷香就要燃
尽，还未成诗。戴老师捡起一块石子抛向
草亭前的一方荷池， 詹险平顿悟成诗：

“轻流漫过藕花池， 喜有黄雀水上追。几
许飘零风打住，无边瘦雨乱成丝。”

岳阳南湖边，这幅场景已上演7年。
2007年初， 戴金波任湖南民族职业

学院初等教育系主任， 发现不仅要面对
一批仍停留在传统师范教育模式的“教
书先生”， 还要面对一群吃着肯德基、打
着游戏机、看着奥特曼长大的学生。深思

熟虑后，他决定在系里开展“种草运动”：
普及古典诗词文化，重建文化自信。他将
方案一抛出，就遇到了“寒流”：古典格律
诗词不对学生胃口； 教师本身的人文素
质也不如意，能种出什么好草？

但戴金波认为， 教育专业的学生走
入社会后，肩负着教育下一代的重任，连
教师都没有文化自信， 学生如何能有文
化自信？许多人认为古典诗词晦涩枯燥，
正是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了解。如
何以一种快乐的方法来传授，乃“种草运
动”成败的关键。

他铁了心干起来。第一步，纳贤。他三顾
茅庐请出彭庆达、吴宗光、李舒凯、涂丙炎等
退休老教师、老诗人，先给系里的教师培训。
动员会上，戴金波抛出了他的“种草宣言”：

“小草立起来，就是炎黄参天的大树。园丁躺
下去，就是文化自信的土壤。”第二步，育种。
系里出资， 恢复早已停办多年的“青草诗
社”。戴金波亲自充当说客，逐班上门动员。

同学们碍于系主任的面子纷纷表示参加，乐
得戴金波眉开眼笑。第三步，深耕。为了激起
同学们热爱古典诗词文化的兴趣，他发明了
“戴氏种草法”，即“田野打油，师徒传授；格
律提升，寓教于游”。戴金波避开格律平仄，
先教学生写打油诗启蒙，培养诗兴；其次，举
办形式多样的语言艺术晚会及古体诗词诵
读竞赛活动，寓教于乐。之后，着手格律提
升，师徒制授学，面对面辅导。

只要有空闲，戴金波和“青草诗社”
的指导老师们，就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奔
向田野山林，仿古即兴赋诗，相互酬和，
现场评点，完善习作。戴金波还创办《青
草之歌》诗刊，重奖发表作品的同学；向
校外的有关报刊推荐优秀作品； 组织大
家积极参与全国诗词大赛。7年来， 先后
有100多名学员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诗
作或在全国各类竞赛中获奖。

打铁还需自身硬， 育人更需园丁优。
戴金波坚信， 只有自己真正热爱唐宋诗

词，真正了解这些古体诗词独特的艺术构
思和艺术技巧，真正理解创作这些诗词的
古代诗人，才能更好地指导今天的古体诗
词爱好者。戴金波一直努力学习和探索古
代诗歌艺术。近7年来，他主持并完成了与
古代诗词研究有关的省部级以上科研课
题两项，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古代诗词研
究论文20多篇。2013年， 还出版了两部专
著，其专著《唐代贬谪湖湘地区文人研究》
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文艺报》、 中国作
家网等，发表书评予以推介。

春华秋实。 戴金波甘做培养学生文
化自信的“文化草民”，坚持6年开设古典
诗词这门选修课，其发起的“种草运动”
获得丰收。2013年，“青草诗社”被评为湖
南省优秀大学生社团， 该社先后出版社
员诗集3部，有18人次在《中华诗词》上发
表作品。 由于诗词进校园活动的推广和
语言文字教育改革成绩显著， 学院先后
被评为“湖南省语言文字示范校”和“国
家级语言文字示范校”。

儒风雅意 七载“斗诗”
———戴金波和他普及古诗词文化的“种草运动”

本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蒋灿

湘钢一中高三314班丁浩洋，被美
国4所大学———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加
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明尼苏达大学、加
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同时录取。 连日来，
这一喜讯在湘钢一中校园内不胫而走。
热爱工科的他，最终选择了工科全美排
名靠前的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就读。

16岁以前，丁浩洋从未想过自己
还会出国深造。一次，他得知儿时玩伴
张贝特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
读书，这激发了他的出国梦。经过和张
贝特的妈妈交流后，丁浩洋的妈妈唐
萍也提出了这一想法。

“既然爸妈支持我，我一定要朝
着梦想奋斗。”2012年11月，高二第一
学期，丁浩洋打算放弃到学校上课，全
力以赴备战美国“高考”。

“儿子，你要想清楚，如果你放弃
了学校课程，你就没有退路可走，也许
两边都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能接受这
个可能的后果吗？”唐萍给儿子分析利
害关系，丁浩洋深思熟虑后决定为了
梦想背水一战。妈妈尊重儿子的决定，
向学校申请休假。

爸爸丁宏泽是一名英语私教，他

去长沙给儿子买了很多的相关资料。
自主学习能力很强的丁浩洋按照学校
的作息时间给自己制定了一张学习计
划表。

“每一节课都按45分钟进行，休息
10分钟后继续，每天坚持到晚上11时
多睡觉。” 唐萍心疼儿子学习太累，丁
浩洋宽慰妈妈，自主学习很自由，他很
享受，乐在其中。

2013年1月， 高中阶段的数理化
课程基本结束， 丁浩洋趁热打铁赶紧
先报考了SAT2中数理化课程，结果，
其中两科获得满分，一科为760分（总
分800分）。

受爸爸的影响， 丁浩洋英语语感
特别好，记英语单词有一套，平均每天
记200个单词，考托福完全没有问题。
准备一个月后，他顺利过关。

最紧张的是去年11月， 他赴香港
参加SAT1考试， 美国人将这个成绩
看得很重。“这主要考批判性阅读，考
察逻辑推理能力。”丁浩洋说，阅读量
相当大，如果没有扎实的功底，没有经
过严格的训练，题目都做不完。但自始
至终坚持训练的他，获得了高分。

他将于今年8月赴美学习，计划读
完研究生并工作两年后再回国。

本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张灿强

4月12日上午，77岁老人欧商迈
着从容的步子， 再次踏入湘潭大学，
走上民俗学自考本科论文答辩的讲
台，顺利通过答辩，即将获得该校第5
个自考本科文凭。

欧商是衡阳市轧钢厂的一名加
热工，1982年4月因工伤提前退休，坚
持自学32年。 这是他第5次参加湘潭
大学自考本科论文答辩。此前，他先
后于1998年、2001年、2007年、2009
年获得湘潭大学法律、律师、行政管
理、行政法学专业的自考本科文凭。

“年少时没读多少书，吃了不少
亏。”欧商说，学习不在年龄的大小，
就看是否有信心，有决心。退休后，他

决心通过自考圆大学梦。怀着对毛主
席的热爱 ， 报考了主席家乡的大
学———湘潭大学。于是，欧商每天凌
晨4时起床，坚持看10个小时的书。他
的老伴为了不影响他学习，看了20多
年的“无声电视”。

如今，老伴已去世5年，欧商的身
体和记忆力也不如从前，但他仍坚持
每天6时起床，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
看书学习。即使亲戚有喜事，他递上
红包，就往家赶。为了加深记忆与理
解，欧商每本书至少翻5遍，有时边看
边抄， 抄写的本子摞起来足有半米
高。民俗学的毕业论文，他查阅了十
几万字的资料，写成1万多字的初稿，
四易其稿，最终圆满完成。

“论文选题合适，结构合理，观点

明确，论述充分，在具体阐述中较好
地结合了生活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同意评为良好。”答辩组专家对
欧商的论文《论民俗人际关系的原则
和方法》给出了中肯评价。

陪同欧商答辩的是他的儿子和老
邻居李庞鹏。“欧先生把读书当成了精
神享受， 他家60平方米的屋子堆满了
书，都装不下了，放到我家的书就有几
百斤，他有时候还跑过来找资料。”李庞
鹏告诉记者， 他的女儿小学时不愿读
书，后来受欧商的影响，刻苦学习，考上
了大学，走上了教师岗位。

“70多岁的老人坚持自学32年，确
实让人敬佩！这种‘人退休，学习不退
休’的进取精神，值得年轻人学习。”答
辩组专家喻几凡副教授很是敬佩。

株洲与上海合作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本报4月13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尹姮）
今天，株洲市政府与上海市卫生计生委签署共同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有关合作协议，这是跨地
区合作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一大创举。

在当天的签约仪式上，株洲市委书记贺安杰
表示，借助上海的先进医改经验、优质医疗资源、
顶级医学专科的优势，株洲将全面深化全市公立
医院改革试点工作，着力加强临床医学重点专科
建设， 提升全市临床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让老百姓不出家门“看得好病”。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0年，株洲市和上海市
均被列为国家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后上海
市、株洲市分别被明确为“完善规划调控机制”项
目协作组牵头单位、成员单位，这为株洲市与上
海市对口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几年来，株洲市围绕医改顶层设计，按照“1
个市级医疗中心，4个区域医疗中心，5个县域医
疗中心”和“一街道一中心、一社区一诊室，一乡
一院、一村一室”原则，全面完善了市县乡村四级
医疗服务体系，率先在全省实现了公立医院“取
消以药补医”改革市县全覆盖，全市公立医院硬
件条件大幅改善，群众就医环境显著优化。

为满足群众对优质医疗技术服务的需求，株
洲市把加强临床医学重点专科建设作为公立医
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此次与上海市卫生计生
委的合作内容包括信息化建设、临床医学重点专
科建设、人才培训等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双方共
建内容。同时，株洲市中心医院分别与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签署合作协议，株洲市妇幼保健院与复旦大学附
属妇产科医院签署合作协议，通过上海市对口合
作医院长期派驻专家、 接收株洲市医护人员进
修、共建科研课题、开展远程会诊等合作形式，提
升株洲市在脑血管疾病、肝胆胰脾疾病、妇产科
危急重症等三大专科上的医疗技术能力。

77岁老人自考32年，获4个本科文凭

小小陋室老书生

信心在，希望就在
曹辉

这次的故事主人公是两位：
一位是77岁的欧商，衡阳市轧钢
厂的一名退休老工人；一位是18
岁的丁浩洋， 湘钢一中高三314
班学生。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 ：通过自学 ，实现了人生的理
想。欧商老人自考32年获湘潭大
学4个本科文凭， 丁浩洋同学自
学考上了美国名校， 而且是4所
名校同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要取得这样的成绩， 没有信
心、决心是做不到的。欧商因为年
少时没读多少书，吃了不少没知识
的亏，才下定决心“补火”；丁浩洋
为了梦想不惜“背水一战”，累并快
乐着，终于好梦成真。

如欧商 、丁浩洋一样 ，人的
一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把握机
会 、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把握
每一个机会，信心与希望就会并
存，心存希望就会让我们不再迷
茫 。把握每一个机会 ，就会去勤
奋学习 ，并且持之以恒 ，最终实
现人生的远大理想。

信心在，希望就在，希望在，
一切皆有可能。

短评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4月13日，湘江河滩长沙市靳江路口段，几台推土机和挖掘机正在将河滩的菜地整平。当日，岳麓区水务局联合各相关
街道，对三汊矶大桥至湘府路大桥间的湘江河道集中整治清理，重点整治河滩种菜、违规搭棚等影响河道水质和影响汛期
行洪的行为，以恢复河滩原貌，维护湘江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记者在基层

小农水
解了百姓“渴”

本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易善任

4月上旬， 记者在张家界市永定区三家馆乡云盘塔村、
青安坪乡瞿家堡村的“小农水工程”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
正忙着架设水管，改造、新修渠道，建蓄水池，整修山塘……
一派火热的建设场面。“工程现已进入扫尾阶段， 4月底可
全部竣工运行。”同行的该区水利局建设管理中心负责人罗
国祥告诉记者。 该区2013年度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
目，总投资2557.92万元，去年10月1日开始动工，覆盖范围
为全区最缺水的三家馆乡和青安坪乡，共18个村。

“盼了68年，背水喝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青安坪乡瞿家
堡村肖家湾组80多岁的王冬香老人站在新修的水渠上，眼
含热泪。她告诉记者，全村严重缺水，人畜饮水得从4公里外
的菜籽湾背水，山高路陡，该村原老支部书记的媳妇，在背
水的路上摔下悬崖，水成了村民心中永远的痛。“现在好了，
家家户户都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做梦都没想到的事。真心
感谢党、感谢政府。”

“‘小农水工程’真给力，刚好赶上春耕。”在三家馆乡漩
水水库灌区长达16公里的干渠工地上， 一旁蹲着看水管安
装，并不时搭把手的三家馆乡毛头关村民覃正秋高兴地说，
去年8月大旱，全村人畜饮水十分困难，靠着政府送水才渡
过难关。他栽种的3亩稻田，颗粒无收。“今年，有了这条‘生
命渠’，再也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年年心中悬着的石
头终于落了地。”

“全区最缺水的两个乡的老百姓不‘渴’了，小农水工程
功不可没。”罗国祥向记者介绍，目前，该区2013年度小农水
工程已完成投资2479万元，改造渠道38条78公里，新建雨水
集蓄水池水窖138口，整修山塘8口，改造排洪沟渠1条1.4公
里。工程竣工运营后，三家馆和青安坪2个乡的直接受益人
群达1.5万人，灌溉农田面积达2.05万亩。

回城的路上，记者看到，各个小农水工程建设工地上，
一条条新修好的水渠和架设的管道， 像条条巨龙蜿蜒盘绕
在山间田野，给人希望，让人欣喜。

自主学习，每天记200个单词
美国4所名校争录湘潭伢子

500万元贷款7天到账
农行永州分行优先服务小微企业，50

亿贷款带来252亿产值
本报4月13日讯 (通讯员 雷振华 记者 柳德新)“500万

元贷款，从调查到审批，前后仅7天，就到账了，真没想到农
行效率这么高!”日前，刚刚拿到农行贷款的湖南美星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汉平告诉记者，有农行支持，今年公司
销售额铁定突破5000万元。 这只是农行永州分行优先扶持
小微企业的一个缩影。

农行永州分行实施“优先组织团队、优先开辟通道、优
先排忧解难”的“三优先”服务工程，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题。截至3月末，该行3年来向当地600多家小微企业累计投
放贷款和提供融资50多亿元， 受益小微企业累计产值突破
252亿元，为当地创造财税收入逾10亿元。

优先组织团队。农行永州分行从市分行、县（区）支行、
一线网点抽调综合素质高、 服务能力强的100多名客户经
理，组建一支小微企业专门服务团队，主动上门为小微企业
提供信贷、融资、理财、咨询等服务，让小微企业享受到农行
贴心服务。

优先开辟通道。该行组织公司业务部、信贷管理部、运
营管理部、远程授权中心等部门开展“联手服务”，服务范
围包括：推荐融资品种，建议采用抵押、质押、信用等多种
方式贷款，给予信贷规模优先配置，授信优先审批等。特别
是在贷款审批授权上，远程授权中心不分节假日甚至推迟
下班时间，安排专人随时授权，确保小微企业贷款及时发
放到位。

优先排忧解难。该行推行“融资调查一次到位、业务审
查一次落实、授信用信一次审批”的新模式，将小微企业客
户评级、分类、授信、用信纳入“四合一”环节，满足了小微企
业“贷款额度多变、时间要求灵活”的需求。

（上接1版）
去年7月，长沙男孩刘一凡，凭借一张勇于担责

的纸条而被誉为“中国面孔”；其实，孩子稚嫩的字
行背后，是诚实守信的家风、家教使然。

成就伟大的事业， 需要万众一心的国家意志，
需要同心戮力的民族精神，更需要昂扬向上、崇德
向善的公民品德。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聚沙成塔
的漫长历程，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既是
组织者、推动者，更应当是参与者、示范者。

价值观要真正发挥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
作用，就需将其融入社会生活的点滴细节，融入到
国民教育的全过程， 落实到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作
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八，湖南道德楷模辈出，历来是先进思想和文
化聚集之地。

“心忧天下”，是湖南人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
“敢为人先”，是湖南人与日月同在的担当精神———

在感动新中国的百位人物中，湖南人占据着
7席；

在历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中，六位湖南
人在这一“中国人年度精神史诗”中写下了自己的
篇章；

在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中，十名湖南人先后
站上了这一道德高地。

在三湘大地，更有一面精神旗帜，让每一位湖
南人深感责任在肩，它就是雷锋！

湖南，是雷锋精神产生、形成，最终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的起点。努力争做雷锋精神的传人，是激
荡在湖湘大地上的一场跨世纪的道德长跑接力。

今天，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湖南理当率先培育起“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精神，“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的社会风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
追求，共同构建崇德向善、健康向上的精神家园，携
手实现文明进步和谐的价值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