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9日讯（记者 余蓉）喝茶
油能降血压，降血脂？ 今天上午，记者在湖
南农业大学的一项国家863计划课题中期
检查中了解到，“木本油料水酶法提取油脂
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课题中研发的油
茶籽油，与传统的高温压榨加工模式不同，
能最大限度地保留油脂性功能成分， 具有
延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降血压、降血脂等
功效。

据了解，此项课题由湖南农业大学和湘
潭康奕达油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合作

进行。前者承担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后者作为
生产性试验和产品试制的科研基地。 双方合
作建成了一条日处理30吨的水酶法油茶籽
油提取生产线， 研制生产出了特色油茶籽油
产品2个， 水酶法油茶籽油的提取率达到了
93%；申请了专利，制定了两个企业标准并报
备。 中期阶段性目标已经完成。

前来检查的专家组由863计划现代农
业技术领域办公室组织科技部、 中国农科
院、浙江大学、湖南省科技厅、湖南农科院
有关专家组成。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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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微档案】
刘爱民，女，1963年生，华容县操军镇河口

小学教师。 1983年，华容师范毕业，分配至青雀
小学教书，其后在砚溪、太仙、复兴、河口小学任

教，一直担任班主任。 2011年被评为“华容县扎
根边远地区优秀教师”，2014年被授予 “华容县
最美乡村教师”称号。

【故事】
27年前，刘爱民跟爱人张介春商量，将预产

期安排在假期内。 目的只有一个：不影响学生的
学习。

27年后的今天， 那个预产期生下的女儿成
了“大龄青年”，还不愿怀孕生孩子。 原因也只有
一个：母亲未到退休年龄，没空带孩子。

张介春说：“她一年四季忙，一年到头忙，总
是围着学生转。 爱孩子，爱得让人心疼。 但我理
解她的痴情，因为我也是老师。 ”

今年6月4日， 湖南日报记者从长沙赶到华容
县操军镇河口小学， 已是中午。 刚刚下过雨的校
园，掩映在湿漉漉的树丛之中。 在操场边的一间教
室里，一群七八岁的孩子正趴在课桌上睡觉。 讲台
上也趴着一位教师，是“陪睡”的刘爱民。

午休过后，清瘦的刘爱民站在了记者面前，
竟然像没有见过世面的孩子一样腼腆， 半天都
不做声。

河口小学有216个学生，60%是留守儿童。
刘爱民把家安在砚溪村，照顾学生方便些。 砚溪
的家成了接待站。 一部20年号码不变的座机，跟
刘爱民的手机捆绑。“0730-4340103”，操军镇
很多人晓得这个热线电话。

6月3日一大早，电话响了。 二年级女生杨亚
宁的家长打来电话，说“亚宁感冒了，请刘老师记

得喂药”。 前几天，三更半夜，一个老人家打电话，
说“孙伢子耳朵疼，请刘老师喊个医生去看看”。
刘爱民赶紧敲开医生的门，搭坐医生的摩托车去
看。 医生一检查，是孩子“不讲卫生，耳朵发炎”。

刘爱民就是这么一个操心的命。 她爱操这
个心。 1983年，她从华容师范毕业，分配到青雀
小学，一干就是10年。 她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
一是床铺底下长出了芦苇。 二是两个教师守校，
各守一栋。 乌黑的夜里，风吹草动，年轻妹子躲
在屋里不敢出门。

苦中有乐。 青雀小学毕业的刘海燕，后来考
上了岳阳的一所中专。 如今是杭州市一家彩印
公司的部门副经理，还是杭州市“三八红旗手”。
刘爱民说：“这苦妹子有出息了， 当老师的也高
兴。 我们经常在QQ群里聊天，亲密得像母女。 ”

刘爱民从来不为自己的工作岗位操心。 每
次调动，她事先都不晓得。 2013年，从复兴小学
调到河口小学，也是学校领导打电话通知她，她
才挪窝。

32年来，刘爱民教的都是低年级。 张介春形
容说，她带学生“像母鸡带鸡崽”。 逢年过节，学
生家长提着土鸡蛋来感谢她。 这些土鸡蛋，她舍
不得吃。“接待站”来了客人，就吃土鸡蛋。 这些
年，刘爱民和张介春四处联系，11个特困学生得
到了资助。

张介春说：“她确实是一个好老师， 特别善
良。 ” 转背， 他不忘补充一句：“她还炒得一手好
菜。 ”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姚学文 欧阳
倩 罗帷） 高考刚落下帷幕， 中考即将
开战。 初升高应该如何选择学校， 中考
志愿应该如何填写？ 今天， 长沙马思特
教育集团董事长李桂接受记者采访， 就
这一目前家长、 考生最关心的问题进行
解读。

李桂说，选择名气最响亮的学校，四
大名校不能轻易放过， 本区所有市实验
性示范性高中一个都不落下……这是很
多考生、家长填报中考志愿时的“通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李桂分
析，其实很多人都是在追求名校的光环，
而不是考虑孩子的真正的需要。“盲目追

求名校是不可取的。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
说，最好的学校未必是最适合的。 ”在李
桂看来， 各层次高中学校的考生水平是
有差异的， 教学方式和管理方式也各不
相同。在普通高中，孩子能处于班级的前
20%，最能鼓励孩子进步，因此中等偏上
的孩子到办学质量中等的高中， 要比在
所谓“名校”垫底好得多。

李桂建议， 考生要根据自身实际选
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学习能力不强、性格
比较内向的学生， 不要为了名校光环拼
命往上挤，需谨慎、理性。 家长也应该放
弃虚荣心， 给孩子选择一个最适合自身
学习和成长的环境。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记者 左丹 通
讯员 张觅）今天上午，在湖南中医药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港澳台侨留学生毕业典礼
上， 出现了3对特别的博士毕业生———他
们既是同学，又分别是父子、母女和兄弟。

一起毕业的“父子博士”来自台湾。父亲
蓝文昌，67岁。儿子蓝培晏，38岁。父子来湘
读书之前，在台湾经营一家药厂。 2008年，
蓝文昌慕名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求学，同
时，父亲把在美国读完工商管理本科的儿子
带来湖南一起读研读博。经过7年攻读，父子
俩双双获得了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博士学
位。“在长沙，我们不仅学到了中医药知识，
而且父子感情更深了。 ”蓝文昌说。

一起毕业的“母女博士”来自马来西

亚。 母亲陈柔静，58岁。 女儿孙薇思，35
岁。母女在马来西亚开了一家“静思康复
之家”的中医诊所。 2012年，她们一同来
到湖南中医药大学学习。今年，母女双双
获得针灸推拿学的博士学位。

今天一起毕业的还有一对“兄弟博
士”。哥哥名为黄保国，是马来西亚中医师
暨针灸联合总会会长， 弟弟名为黄保民。
兄弟俩双双获得中医骨伤科博士学位。

湖南中医药大学是全省最早招收留
学生的高校之一，留学生遍布马来西亚、
新加坡、巴基斯坦、美国、捷克等20多个
国家和地区。 此次该校国际教育学院共
有36位博士研究生毕业， 年龄最大的72
岁，最小的35岁。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记者 李传新） 根据国家食
药监总局关于万邦德 （湖南） 天然药物有限公司飞
行检查情况通报， 万邦德 （湖南） 天然药物有限公
司涉嫌严重违法违规， 日前已被依法立案查处。

据湖南省食药监局负责人介绍， 现初步查明，
2012年7月至2014年1月， 万邦德 （湖南） 天然药物
有限公司先后从未取得 《药品生产许可证》 的江苏
银杏生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违规购进银杏叶提取物
15批次11014公斤； 编造银杏叶、 银杏叶提取物出
入库台账和银杏叶提取物批生产记录。 2012年10月
至2015年5月， 该公司采取自提一部分提取物和外
购一部分提取物总混后投料生产56批次银杏叶药品。
截止 6月 4日， 已召回银杏叶药品 371922.5盒即
1055.7728万片 （粒）。

湖南省食药监局已依法查封了该公司所有涉案
产品； 责令该公司立即暂停生产及销售银杏叶药品，
开展全面整改； 依法收回该公司的药品 GMP证
书； 依法全面监督该公司召回所有银杏叶药品；
立即向有关省市区食药监部门通报该公司银杏叶
药品销售流向， 请求协助监督召回。 对万邦德 （湖
南） 天然药物有限公司有关违法违规问题及查处情
况， 省食药监局及时向省公安厅、 省检察院进行了
通报。

为防范药品质量安全风险， 湖南省食药监局已
下发紧急通知， 部署开展全省银杏叶药品专项整治，
要求各市州食药监部门立即对辖区银杏叶药品生产
企业开展专项检查和专项抽验。 目前， 各地已对湖
南省全部8家银杏叶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现场进行监督
检查， 现场抽验36批银杏叶提取物和银杏叶制剂，
检查与检验正在进行之中。

聚焦中考中招

专家支招中考选择学校———

勿盲目追求名校

湖南中医药大学产生3对“特别博士”

父子、母女、兄弟齐戴博士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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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到头忙 围着学生转
———记华容县操军镇河口小学教师刘爱民

6月4日，刘爱民在检查学生的作业。 陈惠芳 摄

6月8日，长沙市开福区文明办和沙坪街道组织的“弘扬核心价值观，共筑童心中国
梦”主题活动在自安小学举行，600余名师生参加。 石祯专 摄

银杏叶药品专项整治“重拳出击”

万邦德（湖南）公司
被立案查处

喝茶油能降血压血脂
“863”专家检查湖南农大研发课题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通讯员 喻惠
记者 杨军）6月8日， 著名作家莫应丰遗
孀欧阳慧龄将多年珍藏的莫应丰73件
（张）珍贵档案资料，以及自己精心创作
的部分美术作品，捐赠给桃江县档案馆，
其中包括莫应丰荣获的全国首届茅盾文
学奖奖牌、《当代》 荣誉作家奖牌以及当
代文学奖证书、人民文学奖证书等实物。

莫应丰是桃江县桃花江镇石高桥村

人，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文艺活动家，首
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1989年因病逝世。
莫应丰从1972年开始文学创作， 一生创
作发表作品400多万字， 其中有长篇小
说5部、 小说集7部、 短篇小说和散文近
100篇。他写的小说《将军吟》荣获首届茅
盾文学奖。

欧阳慧龄是省画院专职画家、 国家
一级美术师、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丹琪）2个月大的女婴可可（化
名）后脑勺长一个8厘米左右的肿块。 记
者今天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获悉，经
过一个月的门诊治疗， 可可肿块及坏死
组织逐渐溶解脱落， 新生肉芽组织及头
皮逐渐覆盖。免去了手术创伤，小家伙完
全康复了。

可可父亲杨先生介绍， 可可出生于
浙江， 刚出生的时候后脑勺有个小指头
大小的肉坨坨， 家人没太在意。 后来发
现，肉坨坨一天天变大，可可无法像正常
婴儿那样平躺， 只能侧躺。 肿块红肿透
亮，一戳就破的样子。

家人带着可可辗转多家医院看病，
医院均表示要动手术。考虑到2个月大的
宝宝进行手术和植皮风险高， 杨先生一
直下不了决心。5月3日，杨先生带着孩子
来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外二科门诊
部，门诊部主任刘少波说可以敷药治疗。
杨先生决定天天带孩子来换药。

“孩子刚来的时候，肿块已出现发黑
发硬，还伴有黄色液体流出，怀疑头皮软
组织已坏死。 ”刘少波说，新生儿皮肤软
组织溃烂感染控制得好， 可以适当用一
些去腐生肌的外用药物， 避免植皮手术
带来的痛苦。只要用消毒剂控制感染，就
不需要用抗生素来抗感染。

莫应丰遗物捐赠桃江档案馆

2月龄女婴长“小头”
门诊治疗消肿块免遭手术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