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暖童心
———记宜章县天塘乡明德小学教师谭兰霞

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
将于12日在长沙举行

是近年来我省级别最高、规模
最大的国际性会议

本报9月5日讯（记者 彭雅惠）第八届中国-拉美
企业家高峰会将于本月12日至13日在长沙举办。今
天，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这是近年来我省级别
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性会议。

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是中国政府与拉美各
国政府共同举办的国际性会议， 是中国首个针对拉
美地区的经贸合作促进机制性平台，每年一次，轮流
在拉美国家和中国举行，至今已举办七届。

本届高峰会由中国贸促会、湖南省人民政府、中
国人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担任活动主办单位，主
题为“从量变到质变———深挖合作潜力、深化利益融
合”，参会人员预计达到1200人以上，超过历届规模。
其中，拉美地区27个国家450余名政府官员、机构及
企业代表将赴长参会。 注册参会的中国企业有466
家，其中湖南企业70家。

据发布会介绍， 此次高峰会除了按照惯例展示
拉美国家和国际组织风采风貌、展示中国形象外，还
将专门介绍我省基本情况和优势产业， 以湖南名义
主办中拉市长对话、“智造湖南”工业装备推介会、中
国（湖南）-拉美矿业暨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合作恳谈
会、湖南形象及优势产业展、焰火产品展示会等。

高峰会共有9项主体活动、6项专题活动，按照国
际惯例，采取政策研讨、行业圆桌会、对口洽谈、展览
展示等形式举行，其中，中拉企业对口洽谈会将是此
次会议重头戏。从所发布信息看，不少拉美国家都带
着投资项目前来，如牙买加的石油炼化厂改造项目、
玻利维亚水电站建设项目、 厄瓜多尔金矿开发合作
项目等。“水电、 机电是我省与拉美合作的‘老牌市
场’，现在，远大住建的成套住宅又成功打入拉美，深
入人心，今后，农业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省贸促会
会长李沛表示， 此次高峰会将开启我省与拉美国家
合作的新纪元。

用两颗“心”
来进行文艺创作
全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座谈会在长举行
本报9月5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由省文联、省作协主办

的“全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座谈会”
在长沙召开，会议主办方发出《湖南省文学工作者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倡议书》。省文联主席谭仲池出席并讲话。

省作协党组书记龚爱林引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对
于文艺家职责的论述来表明观点：“文学艺术家的职责
是给走向道德作准备，即培养完整的、独立的人。要谨防
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或追逐眼前荣誉的欲望,�而讨好你
那个时代已经败坏的趣味，而忘记自己的神圣使命。”对
此，老文艺家代表谢璞深表赞同，他认为文艺工作者应
该有两颗“心”，一颗是做人的良心，另一颗就是为人民
服务的道德之心。

省作协副主席欧阳友权呼吁网络文学能更多地传
递文化正能量， 网络文学写作要树立正确价值理念，否
则会成为公共空间的文化噪音。

今年荣获“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王跃文鲜明摆出
了自己的见解：每个作家都要有所担当和作为，热情拥抱
时代，贴近群众，深入生活，把人民的冷暖，群众的诉求融
入笔端，讴歌人类美好的情感，给社会传递温暖的信息。

谭仲池认为，今天的座谈会很有意义，今后要不定
期召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座谈会，加深我省文艺工
作者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深度，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湖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

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倡议书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和重点，是决定文

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要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需要正确的价值指
引。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担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时代责任，使命光荣，责无旁贷。我们向全省广
大文学艺术工作者郑重倡议：

一、 主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深刻把握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和实践要求，增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高远的艺
术追求。充分挖掘我省文化资源，热情讴歌湖南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生动展示全省人民奋发有
为的精神风貌和伟大实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作品之中，用我们擅长的文学艺术形式发掘和表现真善
美，凝聚和传播正能量，做弘扬主旋律的主乐手，坚守主
阵地的生力军，聚集正能量的工程师。

三、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以文学艺术
家的激情与视野，胸襟与才情，拥抱时代，感受生活，创作
生产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深受群众欢迎的
文学艺术作品，不断塑造温暖大众情感、带给社会希望和
力量的艺术形象，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四、带头维护文化发展繁荣的良好环境。坚持正确
导向，坚守精神家园，带头传播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坚决反对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力禁“黄、赌、毒、黑”等违
法行为。积极践行“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文学艺术
界核心价值观，提升涵养，砥砺品行，珍惜公众人物良好
形象，以实际行动引人向善、捍卫公序良俗，做道德风尚
引领者、社会进步推动者。

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湖南省作家协会
2014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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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惠芳 余蓉
通讯员 颜志忠 肖贤兵

天塘有路通山外，天塘有爱暖童心。
在宜章县天塘乡明德小学，有一位叫

谭兰霞的教师， 被山区孩子称为“谭妈
妈”。“谭妈妈”33岁。天塘乡明德小学校长
谢大堂说：“谭老师最大的特点是富有爱
心、同情心、责任心。”

9月4日下午两时， 记者抵达天塘乡
明德小学，校园热闹得很。孩子们刚刚下
课， 在嬉闹玩耍。 看见记者举起手机拍
照，一下子围上来很多，摆着各种姿势，
甚至冲上来做鬼脸。多么快乐、纯真的一
群孩子啊！

天塘乡明德小学有22位教师，676名
学生，其中包括幼儿班52名。这些学生中，
有留守儿童157名、贫困学生99名、单亲孩
子36名。这么一个群体，教育、管理的难度
很大。谭兰霞走的是“温柔路线”。学生再
调皮，成绩再不好，她从不打骂，而且细心
引导、精心呵护。

2008年9月，谭兰霞到天塘任教前，曾
在广东韶关和本省宜章的学校任教，条件
优越得多。但她回到了家乡。

第一个学期， 她教五年级的语文、五
年级和六年级的英语。几天时间，她发现

山区孩子性格大多内向，不爱说话。咋办
呢？谭兰霞买来音响，教孩子们跳舞，每天
都放。刚开始，孩子们一个都不动，只是看
着她一个人跳。谭兰霞就拉几个胆子稍微
大一点的孩子一起跳。慢慢地，其他孩子
主动了。课内课外都活泼了许多，性格也
开朗了。

谭兰霞带新班， 带不认识的孩子，她
的第一节课是讲自己的故事，告诉孩子们
要自信，要坚强。谭兰霞也是个苦孩子出
身。家在乡下，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
个妹妹，母亲又不识字。上高二时，父亲去
世，她辍学了两个月。但她挺过来了，考上
了邵阳师专。 孩子们听懂了谭兰霞的故
事，知道身边的“谭妈妈”也不容易。

谭兰霞说：“离开了情感,一切教育手
段都无从谈起。这种情感，不是装模作样
的‘平易近人’，也不是老师对学生居高
临下的‘感情恩赐’，而是平等的、真诚的
感情。”

天气不好时，她家常常挤着10多名大
山深处的学生，同事说她家像是一个“爱
心旅馆”。学校放假了，她把一些单亲孩子

或孤儿接到家里住， 悉心照顾他们的生
活，耐心指导他们的学习。范林秀想妈妈
了，谭兰霞掏钱带孩子到郴州，看望其患
重病的母亲10余次。 她将因下肢瘫痪、大
小便失禁而未能入学的9岁女孩柳薇，接
到她所任教的一年级读书， 辅导孩子学
习，给孩子讲励志故事……两年的精心照

顾，一直自卑的柳薇成了一名品学兼优的
阳光女孩。

“如果没有亲朋好友、老师的关爱和
帮助， 已辍学两个月的我不可能重返校
园，还能当上一名老师。我没有理由不爱
这些与我有着相似经历的孩子。” 谭兰霞
对丈夫说，“爱我， 就请爱我的所爱吧！我
亏欠你们太多。”在谭兰霞的影响下，她的
丈夫、年过六旬的婆婆、8岁的女儿也经常
帮着给住在家里的贫困学生和留守儿童
洗衣、做饭、换药……

6年里， 谭兰霞把大部分的双休日和
假日用在了家访上， 记载了山里100余名
贫困孩子个人和家庭的详细资料，并通过
网络空间向社会呼吁，寻求帮助。双胞胎
姐妹张丽君、张丽香因父亲得重病，母亲
疯癫，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谭兰
霞得知这一消息后，一边安顿好这两个孩
子的学习生活，一边联系媒体、医院和爱
心人士，两次免费将她们的妈妈送到郴州
市精神病医院治疗。 孩子重新回到学校，
孩子的母亲得到及时治疗。双胞胎姐妹的
父亲对周围的人说：“谭老师就是菩萨心
肠。世上这样的好人，我是无法报答了。我
要让女儿一辈子记着谭老师，长大后一定
要报答她。”

谭兰霞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
草去。我不需要报答，只要孩子们健康、快
乐、上进，我就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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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可爱乡村教师

9月4日下午，谭兰霞在给学生上课。
陈惠芳 摄

本报9月5日讯（记者 何淼玲）今
天，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周军辉、
秦星强迫卖淫、强奸、组织卖淫二审
重审案进行公开宣判：上诉人周军辉
犯强迫卖淫罪、强奸罪，决定执行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1万元。上诉人秦星
犯强迫卖淫罪、组
织卖淫罪， 决定执
行无期徒刑， 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财产人
民币1万元，罚金人
民币5000元。

该案由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 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两次发回重
审， 于2012年6月5
日作出刑事附带民
事裁定， 维持一审
对周军辉、 秦星二
人的死刑判决并依
法报请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
经复核认为， 第一
审判决、 第二审裁
定认定的强迫卖
淫、强奸、组织卖淫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
确。审判程序合法。鉴于周军辉、秦星
强迫卖淫的暴力、胁迫程度，犯罪情
节的恶劣程度尚未达到情节特别严
重，对二被告人以强迫卖淫罪判处死
刑立即执行量刑不当。本案复核期间
出现新的证据，可能影响对秦星是否
构成立功的认定， 依法应予查明。依
法裁定不核准周军辉、 秦星死刑，将
案件发回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
审判。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
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重新审理，并于
2014年7月25日依法公开开庭， 重点
就秦星是否制止同监人员周某某自
杀的事实和证据进行了法庭调查、辩
论。经公开开庭审理查明：2007年6月
12日下午，上诉人秦星因本案被羁押
在永州市冷水滩区看守所14号监室
期间，同监人员周某某在监室放风场
厕所里用二件囚服打结挂在厕所墙
上的钢筋上上吊自杀，秦星随同监人
员汪某跑进厕所进行制止，随后与同
监人员一起将周某某从厕所抬出送
到监室床铺上。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
人周军辉、秦星伙同他人利用被害人
年幼、身心脆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
的特点，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迫
不满14周岁的幼女卖淫，其行为均构
成强迫卖淫罪。周军辉明知被害人是

不满14周岁的幼女而与之发生性关
系，其行为构成强奸罪。秦星伙同他
人采取招募、容留等手段组织多名妇
女从事卖淫活动，其行为构成组织卖
淫罪。周军辉、秦星均犯数罪，应依法
予以并罚。在共同强迫卖淫犯罪中，周
军辉、秦星均起主要作用，秦星在组织
卖淫犯罪中也起了主要作用， 均系主
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周军辉、 秦星强迫不满14周岁的幼女
多次卖淫，控制卖淫所得，其间被害人
又被他人轮奸， 严重侵害了幼女的身
心健康，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情节、犯
罪后果严重，依法应当严惩。

鉴于上诉人周军辉、秦星强迫卖
淫的暴力、胁迫程度，犯罪情节的恶
劣程度尚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原判
对其以强迫卖淫罪判处死刑立即执
行量刑不当。周军辉、秦星及其辩护
人提出原判量刑过重的理由和意见
部分成立，法院予以部分采纳。但秦
星及其辩护人提出秦星制止同监人
员周某某自杀的行为属于有利于国
家和社会的重大立功表现， 法院认
为，秦星跟随汪某之后对周某某自杀
行为进行制止，与同监人员共同实施
解救的行为存在， 应当予以肯定，但
不足以认定为立功，更不足以认定为
重大立功。

据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
作出了上述判决。

本报9月 5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文立平）今天，记者从省残联
获悉， 在第30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
际， 我省7名特教老师荣获2014年度
“交通银行特教园丁奖”。

获奖的7名教师分别为： 省特教
中等专业学校的徐理、浏阳市特殊教
育学校的张双勤、醴陵市特殊教育学

校的王金花、邵东县特殊教育学校的
姜亚玲、 沅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柳
佳、 桂阳县特殊教育学校的黄兆杰、
安乡县特殊教育学校的何霞。

特教老师为残障孩子送去知识，
他们的工作往往比普通学校老师付出
更多的辛劳和爱心。“交通银行特教园
丁奖”是由教育部、中国残联和交通银

行共同设立的，用于表彰特教学校、残
疾人中等职业学校、高等特教学院、普
通学校（院）特教班（专业）从事特教工
作5年以上的优秀特教教师。目前我省
共有特殊教育学校69所， 在特殊教育
学校和普通学校就读的残障学生
10000多人， 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近
2000人，专任教师1400多人。

7名教师获“特教园丁奖”

省高院对周军辉、秦星案进行重审宣判

湖南电信天翼4G上市
本报9月5日讯（记者 邹靖方）长沙作为中国电

信新增的24个4G试商用城市之一， 今天正式开售天
翼4G套餐手机， 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移动通信信
息服务。

据悉， 湖南电信此次为4G手机服务新增了以177
开头的4G专用号段。用户可通过各地营业厅、网上营
业厅和京东商城办理天翼4G手机业务。长沙电信老用
户，可以不换号购买新的4G手机和4G手机卡；使用4G
服务， 也可不换手机不换号升级更为优惠的4G套餐。
2013年发布的国家“宽带中国”战略明确提出，3G、4G
普及率将从2013年的25%提高到2020年的85%。

9月5日下午，长沙市岳麓区桃子湖畔，一市民在湖边护栏缺口处垂钓。桃子湖于2010年7
月改造完成对外开放。湖边观光道建有木制护栏。几年来，护栏已出现霉烂现象，一碰就摇摇
欲坠，且有八九处已脱落形成缺口。有关部门前一两年还特意在护栏上挂上了“护栏破损、注
意安全”的提示牌，却一直没有修复。希望能及时处理，以保障安全。 田超 任梦龙 摄影报道

10国部长级官员
来湘研讨农业人才培养

本报9月5日讯（记者 邓晶琎）今天上午，发展中国
家农业人才培养及信息化服务论坛在长沙举行，吸引了
来自津巴布韦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16名部长级官员参
会。中国工程院院士、省政协副主席袁隆平出席。

此次论坛由隆平高科、中国农业大学主办，旨在探
讨如何通过搭建平台、整合资源，通过农业人才培养和
农业信息化服务，完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该论坛也是
正在长沙举行的第三届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部长级研
讨班的重要活动之一。

目前，农业专业学校数量少、农业人才招生难、农业
资金缺乏、信息化技术手段落后等，是发展中国家粮食
安全面临的重大挑战。如，以农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津巴
布韦，近5年内仅培养了4122名农业专业人才。参会代表
一致认为， 今后应着力吸引并培养高端农业科技人才，
同时应积极利用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搭建信息共享
平台，提高农业服务水平。

据介绍，自1999年以来，隆平高科先后承担了近百期
农业技术合作和培训项目， 为100多个国家培养了4000多
名农业技术和管理人员。 会上， 由隆平高科与中国农业大
学联合搭建的农业信息服务平台“隆平在线”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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