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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余蓉）今天记者从省
教育厅了解到， 我省公布了新的一批特级教师名单
300名， 这是新版特级教师评选标准实施之后的首批
名单。根据新的标准，名额向一线教师有所倾斜，对有
农村工作经历或支教经历的教师予以加分。 此外，如
果想获得特级教师称号，教师还需要提高课堂教学质
量、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2014年12月4日，省教育厅公布了《湖南省特
级教师评选标准 (试行 )》，将师德师风、教书育人

作为特级教师评选的首要条件， 同时强调依法从
教、 依法治校和民主治校， 设置违法违纪一票否
决。

相比以往特级教师评选，本次评选方式上有本质
的不同。 这次评选根据参评对象的不同岗位特点，分
类制定了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类、 普通中小学校长
类、幼儿园专任教师类、幼儿园园长类和教研人员类
等五类特级教师评选标准，充分体现了不同岗位的专
业性、差异性和重要性。在评选环节上，增加了授课和

现场答辩环节， 特别注重考查参评人员真实水平；采
用信息化评选手段， 增加了专家网上独立评选环节，
这些改革，在全国都是首创。

在新的评选标准下，长沙市的学校或单位共有38
人入选， 另有5名来自长沙市一中等厅直单位的人员
入选。湖南省第九批特级教师中专任教师共有245人，
占比近81.7%； 此外， 中小学校长共37人， 约占总数
12%；教研人员共13人，约占4%；幼儿园园长最少，仅
有5人入选。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欢迎妈妈老师回家，我们
爱你！”

9月11日下午5时，在衡阳高
铁站，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几
名聋人孩子，手捧鲜花迎候刘玲
琍老师的归来。

“谢谢孩子们。”刘玲琍高兴
地接过鲜花， 眼里含着热泪，把
脸紧紧贴在孩子的脸庞。“我要
让特殊孩子， 有一个幸福童年，
将来还有一个幸福人生”。

这样的课， 她已上
了24年

春华秋实。9月10日， 教师
节。全国“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
师”颁奖仪式在京举行，刘玲琍
作为我省唯一代表，接受这一至
高荣誉，她也是全国特教系统首
个获此殊荣的老师。

“作为特教老师，获此殊荣
心中感慨万千，希望能用自己的
爱和学识，让每一位特殊的孩子
从无知到掌握未来， 走向社会，
自食其力”，刘玲琍说。

9月12日上午， 记者来到衡
阳市特殊教育学校采访，这是一
间特殊的教室， 没有大黑板、没
有讲台，甚至没有课桌；这里有
特殊的老师、特殊的学生、特殊
的上课方式，一名老师，6个大小
不一的孩子，都坐在同样的小板
凳上。

“同学们上课了，我们先做
舌操。” 老师夸张而灵活地伸出
舌头转动着。“舌操？” 记者第一
次听说。

“小鸡叽叽叫，母鸡咯咯叫，
公鸡喔喔叫。”老师拿着3张分别
画有小鸡、公鸡、母鸡的大卡片，
夸张地展示着嘴、舌、牙、喉咙的
变化。念了上百遍，“夸张”了上
百遍，6个孩子仍没发出正确的
读音， 只有一个小男生的发音，
让坐在后排听课的记者勉强猜
出点儿意思。

“母鸡怎么叫？ 母鸡咯咯
叫。”嗓子已然嘶哑，但老师仍面
带笑容，甚至离开凳子，单腿跪
在一个小男孩面前，一边大声念
着，一边拉过他的手，按在自己
的喉咙部位，让他感受自己喉头
的滚动。

“母鸡。”小男孩发出的声音
终于有点儿接近读音，老师高兴
得像个孩子，表情夸张地对他竖
起大拇指：“棒！” 并送上一张画

着小笑脸的贴纸。孩子脸上的笑
容像开了花一样。

这节特别的课，主角就是刘
玲琍和她的学生们。在刘玲琍的
眼里，这样的课，再普通不过，她
已上了24年。

关键时刻，学生给了
她关爱

2005年，已结婚6年，刘玲琍
才怀孕生孩子。

“大胖小子！”一家人高兴不
已。32岁才初为人母的刘玲琍也
喜气洋洋。可没想到，孩子6个月
时被发现“先天性神经耳聋”。

“我的天都塌了。” 刘玲琍说，更
令她难过的是， 婆婆还说气话，

“都是因为你和聋哑孩子待久
了”， 丈夫也在希望她再生一个
健康孩子而遭拒后，离她而去。

刘玲琍彻底垮了，怎么也想
不明白，自己没日没夜地为这些
残疾孩子呕心沥血，换来的却是
儿子也同样有听力缺陷。那些日
子，她尽管依然上班，一周也就
十几节课， 但却像变了一个人，
上课经常走神，对学生莫名其妙
地发火，班上成绩一落千丈……
她甚至想辞职全心照顾儿子。

关键时刻，同事和学生们给
了她真挚的关爱。远在武汉读高
中的一个名叫刘梦晗的聋哑女
孩， 一笔一画地给她写了封长
信：“亲爱的刘老师，虽然宝宝和
我一样生活在无声世界里，但您
一定要坚强地站起来， 教他说
话、识字和做人的道理。请您一
定不能倒下……”

刘玲琍重新振作起来。之前
她带了一年级的那个班的孩子，
又找她来了。“一共24个孩子，二
年级时就分成实验班和慢班两
个班。”她说，那个基础较差、9年
完成学业的慢班学生，非要她当
班主任才愿意继续读高中。这个
班才5个孩子，接班后，她和孩子
们都很努力，之后居然全部顺利
毕业。

自己的孩子残疾，刘玲琍更
能体会到家长的心。“我的儿子
需要我守护，我的学生也需要我
守护。他们都离不开我！”

从此，刘玲琍以百倍的耐心
和爱心对待学生。与许多学生一
样， 在刘玲琍的全力付出下，儿
子逐渐康复， 如今能说能写，顺
利进入了普校随班就读，学习成
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说话跟正常
人一样。

湖南启动
大型义诊活动周

将服务抗战老战士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武海

亮）9月13日上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在咸嘉新村社区
开展义诊活动，拉开了湖南省“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
型义诊活动周的序幕。

接下来的一周内， 全省各大医院将组织医疗专家
团深入城市社区、乡村基层、大学、军营，通过健康咨
询、专科门诊、疑难重症会诊、义诊手术、健康教育讲座
等举措，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据悉，结合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各地
还将了解当地抗战老战士的医疗服务需求和困难，有
针对性安排为抗战老战士进行体检、送医送药等服务。

为方便群众在家门口看病就医，推动卫生计生、中
医药和军队卫生系统开展2015年“服务百姓健康行
动”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活动于9月13日全国统一启
动，截至9月19日。

“通过义诊的形式， 践行大型公立医院社会公益
性。”湘雅医院副院长雷光华表示，湘雅医院此次组织
了多支专家医疗队， 不仅在城市社区开展大型免费义
诊，到大学校园开展健康知识讲座，还将到通道等偏远
基层，对国家和省级重点贫困县进行义诊全覆盖，促进
健康扶贫。

湖南平均每小时
出生5个缺陷儿

先心病居首位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李俞

辰 周文奕）作为人口大省，湖南也是出生缺陷高发省
份之一， 全省平均每小时出生5个缺陷儿。9月13日上
午，湖南省2015年出生缺陷预防宣传周在湖南省妇幼
保健院启动， 记者了解到， 湖南每年新增出生缺陷约
4.6万例，2014年出生缺陷首位为先天性心脏病。

9月12—18日为出生缺陷预防宣传周。 湖南省卫
生计生委副主任易露茜介绍， 全国出生缺陷发生率约
为5.6%，我省每年新增出生缺陷约4.6万例，平均每小
时出生5个缺陷儿。全省各部门积极开展出生缺陷综合
预防，特别是从2009年全省广泛推行重大公共卫生项
目———孕前及孕早期增补叶酸工作， 新生儿神经管缺
陷呈逐年下降趋势。

“2014年，湖南省内出生缺陷排在前三位的分别
是先天性心脏病、外耳其他畸形、多指（趾）；值得注意
的是，尿道下裂与肾脏畸形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因
环境污染引起的肾脏畸形发生率紧随第四位。”湖南省
妇幼保健院保健部主任杜其云呼吁， 希望多部门共同
致力于预防出生缺陷工作，加强对环境的治理。

目前，湖南省有52家出生缺陷监测医院，遍布全省
14个市州， 对出生的妊娠满28周至出生后7天的围产
儿（包括活产儿、死胎、死产儿）进行出生缺陷监测。结
果显示，2014年城市出生缺陷率为236.86/万， 农村出
生缺陷率为209.16/万，城市略高于农村。杜其云解释，
该监测提到的农村和城市， 主要指的是孕妇及新生儿
就诊的医院而非本人户籍地， 提示社会公众预防出生
缺陷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陈薇）12日，由湖南
美术出版社主办的“道行之而成：潘公凯作品展”在
长沙美仑美术馆开幕。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
（本次展览学术支持），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
育学院院长余丁（本次展览策展人）等著名艺术家
及评论家出席。

本次展览重点展出了潘公凯的当代水墨作品。
这些作品尺幅巨大、气势磅礴、格调高雅、意境深

远，既保有传统文人画笔墨书写的精妙趣味，又与
现代展示空间形成融合互动，具有独特的现代审美
情趣和艺术张力。展览为期一个月，至10月12日结
束。

潘公凯， 为国画大师潘天寿（1897—1971）之
子，著名艺术家、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连续在
中国两所最重要的美术学院（中国美院、中央美院）
担任院长。

一家四口皆画家
“忘却陈规”画展开幕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陈薇）9月12日在
益阳举办的“忘却陈规·一家人画展”颇有意思。
画家颜新元一家四口皆为画家。

颜新元和儿子、 女儿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他妻子刘雪纯“瞟学”自成一派，成为画界名人。
一家人共同追求艺术，但画风各异。颜新元被誉
为从木匠“出湖”的齐白石；儿子颜开自个发明各
种茶叶水作画；女儿弯弯不要“工作”做自由画
家，自画绘本，连连出书。他们在艺术上保持着各
自的个性，又是和谐的一家人，一家子画画，一家
子成长。

据了解，此次画展以“忘却陈规”为主题，
意在传达对艺术自由的追求，对和谐家庭生活
境界的追求。此前，一家人画展在北京、烟台、
长沙等地获得了轰动效应。 画展共展出了116
幅画作，有水墨、油画、茶画等，不少作品取材
于家乡益阳的现实生活和对过去时光的美好
记忆。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唐
送文）“咔嚓！”湖水、丛林、飞鸟，一帧人鸟相依的洞
庭美景被摄入镜头， 拍摄者是岳阳退休医生李筑
光。9月10日，这幅《冬日洞庭》的摄影作品与185幅
由当地草根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一起，亮相2015
年岳阳市“欢乐潇湘·幸福岳阳”群众书法、美术、摄
影作品展。

今年4月，岳阳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市文
联、岳阳日报社联合主办的“欢乐潇湘·幸福岳阳”
系列活动启动。以“我们的中国梦·大美岳阳”为主
题，共收集各类参赛作品达5000余件。参与群众达

6万余人，举办各类展览50余场。通过专家评审最终
产生书法、美术入展作品各50件，摄影作品85件；书
法类作品有邓景星行草、胡兰芳楷书等，美术类有
蔡丰的油画《鱼》、刘刚毅的油画《书院颐韵》等，摄
影类有谢一萍的《专注》、徐姗姗的《扬稻》等。

据了解， 此次展出的作品都由当地市民创作
完成，彰显了“大美岳阳”的秀美自然风光、迷人民
情风俗和深厚文化底蕴。岳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徐新启称， 此次扎根基层的文艺活动由群众当主
角，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中国梦”的文
化新篇章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9月12日上午，沅陵县二酉山景区，近30名外国游客和留学生听当地学者讲解关于“酉”字的国学知识。
二酉山因酉水和酉溪在此相汇而得名。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朝廷博士官伏胜冒着生命危险，从咸阳偷运
出书简千余卷，辗转跋涉，藏于此。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张晶 摄影报道

“美丽中国乡村行”
走进湘潭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曹辉 蒋睿）今天，第四届中
国（湘潭）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美丽中国乡村行———
走进湘潭齐白石故里” 文艺演出活动在湘潭万楼举行。
杨洪基、陈思思、乌兰托娅、易妙英等演艺界人士引吭高
歌，为湘潭市民献上了一场文化与艺术的盛宴。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主题活动之一， 演出分为红色
文化、白石文化、湘商文化、湘莲文化4个篇章，以全景
式的综艺节目手法宣传湘潭、推介湘潭，提升齐白石艺
术节的品牌效应。

活动现场人海如潮，节目精彩纷呈。文艺演出活动
以艺术家走基层、 本地优秀演员参与互动的形式进行
编排和宣传，以歌曲、舞蹈、才艺、绝活等艺术表演形式
生动讲述湘潭故事。 演出演员分别组成美丽队和快乐
队，以一场别开生面的“旅游推介擂台赛”的形式相串
联，每支队分别代表着湘潭的不同特色文化旅游，围绕
各自需要展示的主打特色进行节目设计， 体现湘潭深
厚文化底蕴，展示莲城新风新貌。

据了解，第四届中国（湘潭）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
节其他主题活动将于11月28日至29日在湘潭举行。本
届艺术节按照“国际性、民族性、专业性、实效性”的节
会定位，“高端化、小现场、大效应”的办会理念，实现节
会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与突破。 除了“美丽中国乡村
行———走进湘潭齐白石故里”文艺演出活动外，艺术节
还由艺术节开幕式、“艺术与世界和平”论坛、大型花鼓
音乐剧《齐白石》表演以及“艺术与世界和平”系列主题
展览4大主题活动构成。据艺术节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艺术节最大看点是“艺术与世界和平”系列主题展
览，包括齐白石文献原作精品展、当代国际艺术作品交
流展、当代中国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等活动。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梁孟
光 姚学文 金慧 ）今天，是湖南
工程职院新生开学第一天，上演
了令人感动的一幕。一位坐着轮
椅、 带着灿烂笑容的阳光男生，
在父母的搀扶下，将印有“爱心
扶危慷慨解囊 师生恩情没齿难
忘”的锦旗和一束鲜花，送到院
党委书记粟显进和院长龚声武
手中。 这个有点腼腆的男生，一
直不停地对大家说着“谢谢”，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

知情人说， 他叫彭中宝，是
湖南工程职院土木工程系2014
级学生， 是一位重病返校的学
子。

5月14日，彭中宝突发重病，

住进了湘雅附一的重症监护室。
病毒的侵蚀，造成了他突发性多
器官衰竭，他不得不接受“人工
肺”植入手术。手术需要12万元
的费用。 每天还需要2万元的抢
救医药费。彭中宝的父母常年以
卖蔬菜维持家里的生计，根本无
法承担这一巨大的手术和医疗
费用。

得知彭中宝的情况后，院长
龚声武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探望，
并代表学院送去了1万元慰问
金。 全院师生立即组织爱心捐
款，短短36个小时，募集善款6.1
万余元。 院党委书记粟显进，也
以最快速度，将师生们的爱心款
送到了医院。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9月10
日上午，2015年“欢乐潇湘·幸福怀化”群众美术、书
法、 摄影活动优秀作品展， 在怀化博物馆开展。当
天，近1000市民观看了展览。

根据全省统一部署，怀化市自4月以来，组织
开展了“欢乐潇湘·幸福怀化”群众美术、书法、摄
影活动。活动中，着眼活跃基层文化生活、改善基
层文化民生的现实需求， 作为推进文化惠民、育
民、乐民重要载体，怀化市实行市、县、乡三级联

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掀起了培训、采风、创作
热潮。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开展创作培训113
批次、创作采风58批次，收集参赛作品6467件，举
办展览54场次、展出作品3231件，观看群众近30
万人次。

“每一幅作品都体现着作者独特的艺术感悟
和创作情趣。” 怀化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傅国
英介绍， 这次展出的90幅作品均是获市3等奖以
上作品。

湖南特级教师评选向一线倾斜

每一幅作品都体现独特感悟
怀化举办“欢乐潇湘·幸福怀化”优秀作品展

185名草根艺术家齐亮相
“欢乐潇湘·幸福岳阳”群众艺术作品开展

潘公凯当代水墨作品在湘展出

“妈妈老师”
———记全国“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玲琍

重病学子返校谢师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