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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黄菲菲

�“微笑是教育最美的语言。”在吴蒲
姣的备课本扉页，都有这样一行娟秀的字
迹。

“微笑”是她从教37年的格言，也同她
如影随形。

吴蒲姣是平江县加义镇六如学校校
长、高级教师。16岁开始代课，18岁任初小
校长，20岁任完小校长， 一直在平江的大
山里耕耘。通过她的努力，在连云村小，她
建起了平江县第一所农村红砖青瓦的寄
宿制学校。六如学校成为岳阳市办学条件
最好的乡村小学之一。37年来， 她像山野
中坚毅的蒲公英，把爱播撒在孩子们的心
田。

9月初，记者走进六如学校，满眼尽是
红枫和红茶花。宣传窗里温馨的标语让人

会心一笑。“进了六小门， 就做微笑人；出
了六小门， 永做微笑人”；“校园因为你的
笑脸而充满欢乐，学校因为你的可爱而更
加美丽”。在“微笑六年，幸福一生”文化理
念熏陶下，师生们感到快乐。

吴蒲姣的“微笑教育”，独具魅力。在
课堂上，教师要微笑着面对孩子。不管学
生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都不允
许打骂、体罚。在课堂外，给学生提供健康
的饮食，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她说，六如
学校决不允许有小卖部。

“微笑教育”最重要的就是爱。邻居家
有个智障儿子刘欢， 大小便不能自理。他
的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干农活，还要惦记
着回家给儿子换洗裤子。吴蒲姣主动找到
刘欢的母亲， 表示可以把他接到班上跟
读。接到学校后，吴蒲姣把刘欢的座位排
到最前面。每次感觉气味不对时，迅速牵

着刘欢到自己房里洗好屁股， 换好裤子。
下课了，又忙着把脏裤子洗干净。冬天里，
吴蒲姣还要专门为他烘干裤子……几年
时间，吴蒲姣坚持为刘欢洗裤子。小学毕
业时，刘欢的母亲拉着吴蒲姣的手说：“老
妹呀，带我的伢子，你比我这个做亲娘的
还做得周到哦！”

学生袁再英，父母离异，与患病的父
亲相依为命，家中债台高筑。袁再英经常
饿着肚子上学，连双鞋子都穿不上。看着
这个苦命的孩子， 吴蒲姣替袁再英交了3
个学期的学费，每年买一套春装、一套冬
装，还做了几双棉鞋。

其实，吴蒲姣身体不好。有一段时间，
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 脚疼得不能走
路，但她坚持搬着凳子坐在讲台上。孩子
们很懂事，一下课就跑到讲台上，争着当
吴蒲姣的“拐杖”，抢着到食堂给她打饭。

她说：“这么多孩子心疼我，我心里真的特
别开心。”

吴蒲姣不仅微笑教学，更是微笑着面
对生活。“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
恋”，这是吴蒲姣的真实写照。

1997年，她爱人因尿毒症，年仅38岁
不幸去世。吴蒲姣选择了坚强，也选择了
微笑。“丈夫走了，我还得活下去。我不能
倒下，孩子们在学校等着我呢。”

坚强是必须的。除了教好学生，她还
要服侍公婆和年幼的儿子，还要节衣缩食
去还清丈夫治病留下的债务。

微笑也是必须的。因为她怕自己的情
绪影响公婆和孩子，痛在心里，笑在脸上。
10多年过去了，她的公婆依然健在，她的
儿子也已成家立业。

吴蒲姣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
挺住，都要快快乐乐地微笑生活。”

重圆上学梦
本报记者 张斌

【同心故事】
9月3日，长沙17岁因贫失学学子谭宇阳非常高兴。

这天，在民建长沙市天心区工委资助下，他又可以重新
上学了。

上午8时许，民建长沙市天心区工委副主委任超文
驾车来到白沙井社区， 与两名社区人员一起来到小谭
的家里，接上小谭去上学报到。半个多小时后，他们来
到了目的地———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开学， 全省各地的学子们接踵而至。 交学杂
费、领寝室钥匙……在老师们的指引下，每到一处，大
家带着小谭排队办理。时间很快到了11时许，大伙儿帮
小谭把被褥等用具搬进寝室， 还特意带他跟班主任老
师交流了一下。“没想到大学这么大！” 走在校园里，迎
面而来的形形色色教学建筑和一批批的新同学， 还有
和蔼可亲的老师们，小谭乐开了花。

今年5月，全省“十大同心人物”、民建天心区工委
主委王德军来到联创共建单位白沙井社区开联系会
议，社区工作人员讲述了小谭的遭遇：小谭的父亲是个
瘾君子，多年前染上毒瘾去世，欠了一屁股债，母亲离
家出走，小谭只好和奶奶相依为命。年迈的奶奶为了给
儿子还债，把家里3间卧室出租了2间。小谭读了初中后
还想继续上学，却迫于经济压力放弃了读书。

王德军决定帮助小谭。经过多方走访联系，他和任超
文等人联系上湖南生物机电学院，并两次上门求助。学校
非常同情小谭的遭遇，答应接收小谭入学5年制大专班。

9月2日，天心区统一战线“同心·服务社会月”活动
启动，在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侯蓉辉见证下，王德军
代表民建组织和会员单位承诺为社会做6件实事，第一
件就是给小谭捐赠5年学费，每年资助1.5万元，累计7.5
万元。

“存折最终是存放在社区的。为了保证专款专用，
我们跟小谭约好了， 每个星期回家的时候一定要到社
区和雷锋超市做义工， 然后才能在社区领取相应的款
项。”王德军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陶冶小谭的心灵，
让他学会懂得照顾奶奶和他人，珍惜拥有的一切，学会
回馈社会。

【同心连线】
今年9月是长沙市天心区统一战线 “同心·服务社

会月”， 活动倡议全体统战成员在9月份主动为天心区
做一件好事、办一件实事、当一次义工、献一份爱心。天
心区统一战线广大统战人士发挥各自优势特长， 关注
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社情民意、结对帮扶、社区义诊、
就业创业、法律援助、社会管理创新等多项工作正如火
如荼开展。

方便快捷 安全可靠

华融湘江手机银行
“e把手”上线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刘双 朱小兰）
15日，华融湘江银行正式推出领先同业的手机银行“e把
手”，只需注册开通，就可在手机上轻松办理账户管理、转
账汇款、缴费支付、投资理财、公务卡等金融业务。

据介绍，华融湘江银行“e把手”实行“零资费”优惠
政策。免费项目包括：各类安全认证工具工本费、跨行
交易电子汇划费、跨行交易汇兑手续费、音频盾数字证
书年费、使用年费等。

其服务范围不仅涵盖了账户管理、转账汇款、投资
理财等传统金融服务，同时还推出了手机号转账、二维
码转账、摇一摇转账和在线缴纳手机话费、水费、电费、
燃气费等新型金融服务， 满足不同客户的金融服务需
求。“e把手”兼容性强，拥有iPhone版、Android版和i-
Pad版三个版本，兼容所有主流品牌的智能手机和移动
终端。

手机银行的安全性一直是消费者关注的热点问
题，为了让客户放心使用手机银行，该行在国内率先研
发出在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均可使用的通用音频盾。
通用音频盾具有安全可靠、使用方便、支付额度高等特
点， 能较好地解决因手机银行支付额度不高引起的客
户体验不佳等问题。除此之外，“e把手”系统还在金融
信息保护、 账户资金安全和客户身份识别等方面采取
行业领先的认证和加密措施，确保客户资金安全。

通讯员 陈根良 胡德生
本报记者 龚晓明 周小雷

“在有的单位见怪不怪的事，到
我们这里非得让你脸红心跳！” 记者
近日在湖南某预备役师采访时，发现
官兵们对师党委事事勇较真的管理
感触很深。

有例为证。不久前该师机关干部
进行3公里常态化考核完毕后， 部分
干部把汗湿的体能服上衣脱下，光着
身膀不注重仪表。还有一次一现役军
官在正规严肃场合报告工作时不讲
军语，一直用打着官腔的表述。两件
事情虽小，但师首长在会上进行了严
肃批评。

抓作风建设， 一定要从具体细
小问题入手。 这是该师党委从实际
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采访中，记者
看到， 该师营房一尘不染、 窗明几
净、整齐划一，地上没有一点烟头和
槟榔渣，官兵们也个个遵纪守律、勤
俭节约……是什么促使他们养成了

如此好的习惯？
“作风建设必须从日常细小问题

抓起！” 该师师长段详军一语中的。
段详军介绍，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师党委高度重
视抓官兵作风转变，把转变作风归结
于生活小节、工作细节、思想枝节、行
为末节，与抓提高部队战斗力一致起
来，注重点滴做起，强化日常养成。

为养成日常良好习惯，该师坚持
每天组织纠察人员对乱丢烟头和乱
吐槟榔渣等不良不雅行为的人记录
在案，并在当日交班会上公布，明确
值班首长每周对
交班员和报告工
作人员的表述情
况进行讲评，规
定每周1小时学
习条令， 每月定
期组织一次军容
风纪检查。

同时， 他们
还分析梳理出师

本级转变作风延伸到的勤俭节约、对
外交往、 廉洁自律等9类47项内容细
小行为举止现象，相应地制定师机关
《干部日常行为规范手册》和《干部管
理制度规定》， 对违反规定要求和落
实执行不好的人和事进行通报批评，
并与评功评奖、绩效考核、调职晋衔
挂钩。

这些措施，有效促进了部队作风
转变。今年以来，该师官兵违纪现象
明显减少，精神面貌大大改善，战斗
力大为提高，部队多项工作受到省军
区和广州军区的表彰。

湘巴经贸合作及
投资机遇交流会在长举行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余旭华 )
2014年湖南-巴基斯坦经贸合作及投资机遇交流会
今天在长沙高新区举行，让更多渴望“走出去”的湘企
对巴基斯坦的潜在商机多了几分了解。

巴基斯坦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交汇处，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天然和
重要合作伙伴，湖南-巴基斯坦经贸合作有很大的发展
潜力和空间。 据巴基斯坦驻广州总领巴伯·阿明介绍，
巴基斯坦允许中国政府与企业在巴设立经济特区，特
区开发商和区内企业免收10年所得税； 全国范围内进
口农产品原料和机械享有零关税。 他建议湘企投资巴
基斯坦的消费用品、煤矿、石材、纺织品等领域。

据省商务厅介绍，今年1至7月，湘巴双边实现进
出口7881万美元，同比增长49.7%。我省对巴基斯坦出
口主要是无缝钢管、化工产品和箱包,进口的主要是棉
花、毛皮和矿产品。截至2014年8月，我省经商务部门
核准在巴投资的企业共3家， 中方合同投资额1.39亿
美元。 今年7月， 隆平高科与巴基斯坦水稻研究委员
会、嘎德农业公司在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成立杂交水
稻研发中心协议。

共铸长城
———国防教育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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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笑的“蒲公英”
———记平江县加义镇六如学校校长吴蒲姣

“非得让你脸红心跳”

游柘楠向娜获评“最美孝心少年”

9月16日，湖南科技学院新生和家长喜滋滋地在校园里留影。近日，该院喜迎2014级新生，校园摄影爱好者为新生和
亲友免费拍摄纪念照，并在该校官方微博传递亲情祝福。 何帅文 李国家 摄影报道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王晗）2014
“寻找最美孝心少年” 大型公益活动
评选结果今晚在北京揭晓，评选出10
位“最美孝心少年”、20位“特别关注
孝心少年”。其中，来自我省长沙市雨
花区的游柘楠、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古丈县的向娜荣获全国“最美孝心
少年”称号，这也是我省少年首次获
此殊荣。

今年10岁的游柘楠就读于长沙
东方红小学，一家人靠残疾父亲打工

为生，妈妈去世后，她主动承担起照
顾家庭的重担， 一边照顾年幼弟妹，
一边通过社区帮助父亲创业。“家人
是最重要的，我应该替妈妈照顾好这
个家。” 个子娇小的游柘楠有着同龄
人少有的懂事和坚强，邻居们亲切地
称她为“娘姐”。

从小失去母亲的向娜，父亲长期
在外打工，照顾病重爷爷和家里农活
的担子落在她一人肩上。生活中乐观
坚毅的向娜在学校也是品学兼优的

孩子，她孝顺爷爷的感人事迹在当地
广为流传。

据悉，“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大型
公益活动由中央电视台主办，去年举
办了第一届。活动面向全国18岁以下
少年儿童，寻找、发掘、宣传新时期
“孝心少年”的典型代表，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孝”。本届活动自今年5
月23日启动以来，从全国各地推选的
300名孝心少年中，最终确定产生30
名“最美孝心少年”候选人。

同心印象

（紧接1版）传承、弘扬“湖湘文化”时摈弃重名轻实、重
官轻商的官本位思想，改变湖南人“会读书、会养猪，
但不会经商办实业”的老印象，突出培育建设、富民、
和谐的创业文化，在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
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和主流价值观。在“各种道理”中
强化发展才是硬道理。 要紧紧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
务，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创新创业推动大
发展、快发展、好发展。

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推动全民创新创
业，就必须全面深化体制机制创新，营造更广阔的创
新平台，良好的创业环境。

当前，领域不广、路子不宽、空间不大、办法不多
是制约全民创新创业的重要因素。要推动创新创业向
不同所有制领域延伸，消除各种“玻璃门”、“弹簧门”、
“旋转门”，鼓励各种创新创业形态的所有制经济加快
形成“铺天盖地”的竞相发展之势，让广大就业人员大
展其才、大显身手，推动创新创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
“爆发”，促进知识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深度融
合，推动我省创新创业进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

人是创新的根基、创业的根本。推动全民创新创
业，就必须多培育创新创业主体，兴起全民创新创业
的持续热潮。

目前，我省人民群众整体创新创业活跃程度还不
高；湖南与沿海发达地区发展的差距主要在于全民创
新创业的差距。 我们要大力培养各类创新创业主体，
吹响全民创新创业“集结号”。让企业家自我加压，勇
于“二次创业”；让科研人员将科技成果转换，实现“名
利双收”；让城镇失业人员、失地农民、退役军人采取
灵活多样的形式创新创业；让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在不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前提下，领衔创业、自主
创业；让大学生挥洒青春和激情，增强创新创业的意
识和能力，真正让想创业的人创新业，正创业的人创
好业，善创业的人创大业，在三湘大地掀起一个“精英
创业”、“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百花齐放的新浪潮。

伟大的时代，必将催生出辉煌的传奇。在过往的改
革开放历程中，善于捕抓机遇者成为弄潮儿，与机遇失
之交臂者不禁扼腕叹息。奏响全民创新创业的新篇章，
要靠辛劳的汗水来绘就；全民创业的新局面，要靠一步
一个脚印来开拓。让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
真抓实干，以创业之火燎原三湘大地，使创业之果惠及
湖南人民，共同谱写出中国梦的精彩湖南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