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术前先找“替身”练刀
首例计算机辅助设计下骨折内固定手术获成功

本报记者 彭彭
通讯员 周辉

6月25日， 由湖南日报与
新浪湖南联合发布的湖南政务
机构微博5月排行榜新鲜出
炉。 全国政务微博明星账号@
湖南高速警察 以733.93的综
合影响力指数连续两月位列第
一，@长沙地铁相较四月份排
名上升20位，冲进前十，成为
本月榜单中上升最快的政务微
博。

实用知识性政务微博受追捧
分析表明， 网友更青睐转

发功能性、知识性的微博，政务
微博在相关热点中及时发布实
用微博、 科普微博容易受到网
友追捧。

开通才两个多月的@长沙
地铁 官方微博用灵活的“吐
槽、卖萌”等形式，针对网友火
力集中的提问， 制作了不少集
地铁知识和趣味性于一体的长
微博，如《论长沙地铁为什么不
提倡“左行右立”》、《地铁里不
能做的那些事》、《地铁警察故
事：第一部》等，均得到热烈反

响和广泛转发。

正能量话题聚人气
点击新浪微话题， “晒晒

家乡美” 微博摄影大赛在众多
的娱乐明星话题中让人眼前一
亮： 阅读量已达117.6万， 参
与讨论4685个。 该话题由@湖
南政务微博厅 主持， 以“家
乡” 情结激发网友共鸣： 家乡
的网友为将家乡的好人好事好
风光“晒” 出去感到骄傲， 外
地的网友也为看到家乡的景物
而倍感亲切， 这种激发共鸣的
手法不经意间引发了微博中格
外频繁的转发和互动。 “美家
乡、 晒家乡、 爱家乡” 的正能
量由此集结。

活动类政务微博参与度猛增
在湖南政务机构微博5月

份排行榜中， 不少表现抢眼的
账号首次登上榜单， 如@长沙
市总工会、@长沙市旅游局等。
@长沙市总工会 开展#为劳模
点赞#微博活动， 该活动引起
网友们热情参与， 纷纷转发微
博并对劳动模范进行了点评点
赞。@湖南高速警察 则在长
沙、邵阳、衡阳、常德四地举办
了“走进警营，平安共行”主题
宣传系列活动， 在新浪政务微
博影响力排行榜上连续13天
位列全国第一。

湖南政务微博5月排行榜发布
@长沙地铁冲入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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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薇 何力柱
通讯员 彭芳春

四明山乡是祁东县最西北的一个
山区乡镇。

四明山乡中心小学， 就建在四明
山山窝的一块平地上。 二层楼的教学
楼，开门见山，四周森林郁郁葱葱，风
景秀美，却远离乡镇，到最近的集市要
走20多公里的山路。

57岁的李高潮，1980年开始在四
明山乡参加教育工作， 至今已整整35
个春秋。 他曾先后在四明山乡最偏僻
的四明小学、江口小学、李家小学担任
校长并包班教学。1993年，负责四明山
乡中心小学高年级数学、音乐、思想品
德等课程教学至今。他，被人们称为山
村里一支耀眼的红烛。

6月24日， 记者从祁东县城驱车
80多公里， 驶上平均海拔在500米以
上的四明山， 赶到四明山乡中心小
学。 李高潮正在给6年级的孩子们上
课。

合并后的四明山乡中心小学，是
四明山乡惟一一所小学。 由于生源不

足，学校实行隔年招生，目前该校只有3
个班、66名学生、11位教师。看见记者来
采访，没上课的几位教师主动过来介绍
李高潮的情况。

匡增用是李高潮的老同事， 两人
共事20余年。 匡增用说： “孩子们都
称李老师为‘男阿姨’， 看病拿药， 缝
衣做饭。 学生有什么事， 第一时间知
道的就是他。 何亚琼三姐弟， 上学途

中要经过水库， 父母又在外打工， 为
了安全， 李老师每天都去水库边接送
他们， 这一接送就是两年……” 匡增
用还告诉记者， 为了不让一个山区孩
子失学， 李高潮经常用自己微薄的工
资为特困学生垫付学费， 而他自己的
身体并不好。

李高潮的妻子王时青， 是这所小
学的校长。 她说： “老李的身体确实

不好， 去年医院检查后确诊为肝硬化
中期。 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 不能过
度劳累。 可他始终放心不下学校和毕
业班的孩子们， 坚持回来上课。 只是
一节课下来， 体力不支的他总要利用
课余时间好好休息一下， 才能继续下
一节课。”

由于身体原因，李高潮的课比原来
减少了，但闲暇时，他总会主动找事做。
宿舍的水龙头漏水，教室的灯泡坏了，他
总是第一时间去修理。几年前，学校通了
网络，李高潮买了一台电脑。通过上网学
习，他还学会了制作课件等技能。

为何能在偏远山区坚守30多年？李
高潮说：“山区需要我们。如果我们这些
土生土长的教师都留不下来，那谁来承
担山区孩子的教育责任？如今，山区缺
少的就是‘扎根’、‘安心’的教师。只要
身体条件允许，我愿意继续坚守。”

李高潮的事迹感动了其他教师。家
在县城的年轻老师肖艳云透露，曾有机
会调到县城去教书，但她放弃了。她说：

“李老师30多年如一日，以校为家，在这
偏远山区孕育一颗颗茁壮的幼苗。我要
向他学习。”

本报记者 陈鸿飞

都说婆媳关系难处， 但在
衡阳市珠晖区东阳渡镇曙光
村， 婆婆何际菊却待贵州儿媳
吴英比亲生女儿还亲。 在儿媳
遭遇车祸瘫痪后， 婆婆日夜照
顾，至今已有8个年头。

6月24日上午，记者在衡阳
市妇联工作人员带领下， 慕名
来到曙光村， 见到了贵州媳妇
吴英。话未开口，吴英忍不住流
下泪水。 她慢慢向记者讲述了
婆婆何际菊8年如一日，不离不
弃照顾她的感人故事。

“我今年34岁，本来有一个
令人羡慕的家庭，夫妻恩爱，公
公婆婆对我疼爱有加， 小女儿
乖巧可爱， 生活过得平淡而幸
福。”提起往事，吴英一脸幸福。
但厄运不期而至，2007年8月一
个漆黑的夜晚发生的一场车
祸， 让吴英差点丢掉性命。后
来，经医院抢救，虽然捡回了一
条命， 但变成了一个全身瘫痪
的残废人。

“婆婆心疼我，在住院的一
年多时间里， 日夜守护在我身
边。”吴英热泪盈眶地说，“婆婆
背着我跑上跑下做各种检查，
终于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
来。 就在我对自己的治疗不抱

希望时，婆婆却没有放弃，她拿
出所有积蓄，借遍了亲友，带着
我到处求医问药。 家里欠下10
多万元债务，婆婆让公公和丈夫
出去打工赚钱还债，自己承担起
照顾我的重任。”

“每天早上， 婆婆都要扶
我到窗户下站一会。 刚开始，
这种站立很艰难， 我的腿脚完
全使不上劲。” 吴英说， 婆婆将
她的两只脚并拢， 用整个身子
支撑着她， 完成婆婆自己发明
的康复治疗过程。 “这么多年
来， 婆婆的身子一天天佝偻下
去， 而我扶墙站立的时间越来
越久了。”

何际菊是个要强的人， 也是
个细心的人。 吴英刚从医院回来
时，几乎无法进食，何际菊就自己
喂了几只母鸡， 每天给吴英蒸鸡
蛋、做蛋汤，然后用针管喂到吴英
嘴里。“虽然自己舍不得吃一顿
肉，但为了给我补钙，好贵的筒子
骨也舍得为我买。 由于咀嚼能力
不行，婆婆还自创了‘一锅可煮两
种饭’的方法。”吴英说。

何际菊对记者说，媳妇也是
自家的亲人， 自己一日活在世
上， 就一定会把媳妇照顾好。听
了婆婆的话，吴英激动地说：“婆
婆，来生我们再做母女，让我来
偿还您这辈子的恩情。” 本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贺力平

【判决结果】
《劳动合同法》规定，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义务。但由于劳动合同
的签订，需要劳资双方达成一致，故签订合同
不仅仅是用人单位的责任，同样也是劳动者的
责任。最近,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
劳动争议案件，对故意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
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双倍工资的请求，不予支
持。

【案情回放】
2013年3月，朱某经过面试，进入邵阳某

公司工作，担任生产厂长一职，双方约定试用
期1个月，试用期工资3000元/月，试用期满后
工资4000元/月。

邵阳某公司要与朱某签订劳动合同时，朱
某一再找借口搪塞拖延，不予签订。邵阳某公

司与其他劳动者， 都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此
后，朱某经常请假，工作3个半月后，用人单位
以朱某不能胜任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关系。

朱某向邵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仲裁委员会作出了仲裁裁决书，由被申
请人邵阳某公司支付申请人朱某未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双倍工资8000余元。 邵阳某公司认
为仲裁委未查清事实真相，请求人民法院判决
用人单位不支付双倍工资。

【法官说法】
法院在庭审前调查获知，朱某是法院的常

客，曾在法院多次与用工单位就未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进行过诉讼，经常故意不与用人单位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然后在工作几个月后向单位
索要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加班费等。

承办该案的法官说，《劳动合同法》第82条
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
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
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该案的劳动者
朱某，在用人单位通知签订劳动合同后，借故
拖延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之后又申请仲裁，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
资差额，其本身存在过错。

【温馨提示】用人单位要守法，劳动者同样
应守法讲诚信。

山村里，那支耀眼的红烛
———记祁东县四明山乡中心小学教师李高潮

6月24日，贺超胜在宁乡县夏铎铺乡的药材基地检查射干生长情况。邵东农民贺超胜16岁到
宁乡县创业，四年前流转宁乡县夏铎铺、流沙河等四个乡镇的4000多亩山地，开创树药共种新模
式，带动当地千余名农民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6月 24日 ，
祁 东 县 四 明 山
乡中心小学 ，李
高 潮 正 在 给 六
年 级 学 生 上 数
学课。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来生我们再做母女”
———好婆婆何际菊照顾瘫痪儿媳的故事

（上接1版①）
扎实推进农村土地整治。

我省在全国率先颁布实施了
《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条例》，
先后启动实施了环洞庭湖和娄
邵盆地基本农田建设重大工程
以及25个连片推进农村土地
整治示范县建设。 实施各类农
村土地整治项目9000多个，新
增耕地160余万亩， 整治耕地
1000余万亩，其中建设高标准
基本农田900余万亩， 惠及项
目区农民群众近2000万人。目
前， 全省耕地保有量6219万
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4927万
亩，均高于国家下达目标数，确
保了湖南粮食产量稳定在600
亿斤以上， 有力保障了国家粮
食安全。

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
制度， 提升土地资源的承载
能力。 全省单位GDP建设用

地规模由 2005年的 3226亩 /
亿元， 下降到2012年的1452
亩/亿元， 下降幅度67.74%，
超过预定目标1.9个百分点，
节约的土地规模相当于两个
中等地级市本级建成区规
模。 加大市场配置土地资源
的力度 。2008至 2013年出让
土地面积年均增长 14.38% ，
招拍挂方式出让比重达到
93.1%， 高于全国平均91.2%
的水平。 在全国率先推广土
地网上挂牌交易，122个县市
区网上挂牌交易平台实现全
覆盖。 建立了节约集约用地
的激励约束机制， 对供地率
连续3年没有达标的，暂停用
地审批受理。 对节约集约用
地成效显著的开发区， 每年
安排4500亩用地计划指标予
以奖励。 推广了一批新的节
地模式，并在全国得到推广。

（上接1版②）
据全省病虫害防治预警

预报， 近段湘西南、 湘中南
及湘东等地灯下出现明显稻
飞虱迁入峰， 其中怀化地区
尤为明显； 而稻纵卷叶螟的
田间蛾、 幼虫卵量上升较快，
当前全省已进入卵孵盛期 。
据田间调查， 6月中旬全省早
稻田间亩蛾量为去年同期的
1.4倍。 早稻生长期多阴雨，
稻瘟病流行风险大增。 湘中
南的永州、 郴州、 邵阳， 湘
北岳阳等稻瘟病传统流行区
及山区小气候适宜区， 局部
叶瘟偏重发生。

面对严峻的水稻病虫害
防控形势， 各级植保部门发
布病虫监测预警， 充分发挥
各地农作物病虫专业化统防
统治组织在大面积防治和应
急防控中的主力军作用， 全
力打好早稻治虫防病保穗攻
坚战。

植保专家提出， 在稻瘟
病流行区和“两迁” 害虫主
降区、 重发区， 要抓住防控
关键时期， 指导农民和专业
防治组织 ， 抢抓有利天气 ，
及时打好混合保穗药， 有效
防控病虫害， 实现“虫口夺
粮”。

故意不签劳动合同“钓鱼”谋取双倍工资

“法院常客”吃了闭门羹
以案说法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杨滨瑞◎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吴
希 通讯员 禹晓东）今天，长沙
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
借力国内领先的虚拟骨科数据
库（VOD）与3D打印技术，成功
实施我省首例计算机辅助设计
下骨折内固定手术。

长沙农民粟良， 患有先天
性侏儒症， 日前因摔跤导致左
股骨粉碎性骨折。 由于骨骼先
天性短小弯曲畸形， 无法用传

统手术方法治疗， 加上严重创
伤后重度贫血等一系列并发
症， 手术治疗风险大。 长沙市
中医医院手显微外科在接诊
后， 先调用CT数据在计算机
中建立一个与患者骨折形态相
同的三维“替身”， 并由计算
机完成模拟固定， 从而在术前
为患者制定最佳的手术方案。
今天上午， 粟某骨折部位被成
功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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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