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贺旭艳

经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安
排为期半年多的免费治疗， 1月23
日， “渐冻女孩” 何颖慧回家了。
从北京到邵阳， 一路上， 志愿者接
力护送。 雪后灿烂的阳光里， 这个
有着不幸命运的女孩展开了笑脸。
大家惊喜地发现， 她能独立行走
了！

坚强姐妹感动中国
今年13岁的何颖慧是新邵县寸

石镇青山村人， 自幼患有神经性肌
肉萎缩症， 俗称“渐冻人症”， 不
能走路。 她父亲弱智， 母亲在她1
岁时离家出走。 2010年秋， 年迈
的爷爷奶奶为继续送她上学犯难
时， 邻家小姐妹何芹姣主动担起了
背她上学的任务。

家境贫困的何芹姣也是一个被
母亲遗弃的孩子， 但她性格开朗、
乐于助人。 她风雨无阻背何颖慧上
学， 背了4年多。 2014年， 她们的
事迹经 《湖南日报》 等媒体报道
后， 引起广泛关注。

新邵县委、 县政府以及邵阳市
大邵公益组织、 北京天使妈妈慈善
基金会与北京、 山东等多地的爱心
人士， 纷纷给予两个女孩关爱和帮
助。 何芹姣还被誉为“最美少年”，
2015年6月赴京参加了中国少年先
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天使妈妈” 伸出援手
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得知

情况后， 基金会创始人邱莉莉主动
将何颖慧纳入关爱对象。

2014年底 ， 和何芹姣参加
“CCTV慈善之夜” 节目录制后，
何颖慧便留在北京， 按“天使妈
妈” 量身定制的康复计划， 接受了
2个月治疗。 主治专家桂医师将她
接到家中， 精心治疗护理， 取得良
好效果。

2015年7月初， 何颖慧再度被

接到北京， 由“天使妈妈” 团队的
志愿者杨道专门负责照管。 第一个
月在北京正气堂中医诊所做针灸、
推拿、 艾灸、 拔罐等中医治疗。 接
着， 到海军总医院住院治疗2个月。
先做了一个跟腱延长手术， 在发现
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后， “天使妈
妈” 又联系爱佑慈善基金会， 给她
安排了一个动脉导管未闭手术。 后
面3个月， 在国家康复医院做了一
系列运动康复治疗。 离京前， 何颖
慧已能在跑步机上走1公里。

以前， 何颖慧必须依靠一张小
板凳， 手脚并用才能移动身体， 洗
澡也必须坐在板凳上。 现在， 她能
独立行走、 站着洗澡。 她的体重也
由两年前20公斤长到了30公斤。
此次为其治疗， “天使妈妈” 共出
资12万元， 爱佑慈善基金会出资2
万余元。 “天使妈妈” 团队还将在
今年再安排一次赴京治疗。

“渐冻女孩” 浴爱重生
“做完手术后， 我能下地时，

那一刻突然感觉眼前好开阔啊！”
说着心里的感受， 何颖慧神采飞
扬。

治疗期间，关爱何颖慧的，除了
“天使妈妈”的“莉莉阿姨”、“杨道叔
叔”，还有很多人。 在正气堂中医诊
所， 河南籍医师王俭特意将其儿子
接来，与她作伴。在海军总医院，“天
使妈妈”团队轮流照看她。 每天，她
都被打扮得漂漂亮亮， 在个人相册
里留下各种欢愉的自拍照片。 爱佑
慈善基金会的志愿者也来看望她。
山东一对曾资助何颖慧、 何芹姣每
人3万元的母子，因母亲住院，由儿
子作代表，专程来北京，给何颖慧送
来了书籍、食品等。

出院时， 因为家里没人来接
她， “天使妈妈” 的杨道帮她买好
高铁票， 送她上车， 又联系长沙的
志愿者接站。 经北京、 长沙、 邵
阳、 新邵4地志愿者爱心接力， 何
颖慧安全顺利到家。 她表示要努力
学习， 回报社会关爱。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
员 吴际 ） 最好大学网1月26日正式发布

“2016中国最好大学排名”， 清华大学、 北
京大学、 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
大学雄踞前5位。 湖南有10所大学入围前
300强， 其中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湘潭大
学入围100强， 分别位居第27、 第31、 第87
位， 另有湖南师范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南华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上榜前
300强。

为了对中国大学进行全面的评价，此次
排名除了综合排名外， 还设计了“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3个方面，通过
9项指标对入选高校进行单项排名。

“人才培养” 方面， 在反映生源质量
的“新生高考成绩” 指标上，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湖南师大、 湘潭大学为湖南前4
强； 在反映培养结果的“毕业生就业率”
指标上， 中南大学为93.92%居湖南第一，
另外有湖南大学、 湘潭大学、 长沙理工大
学、 南华大学就业率超过90%。 “科学研
究” 方面则分为4个指标： 论文数量、 论文
质量、 高被引论文和高被引学者。 湖南高
校中4个指标居首的分别为中南大学、 湘潭
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服务社会”
方面有3项指标来进行衡量， 分别是“企业
科研经费”、 “校企合作论文”、 “技术转
让收入”， 湖南高校在这3项上居首的均为
中南大学。

2016中国最好大学排名公布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湘潭大学
入围1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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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月28日， 江苏苏宁俱乐部以
2800万欧元转会费签下切尔西球星拉
米雷斯， 刷新中超引援新纪录。 至此，
2016年冬窗转会市场上的中超花费已
达1.36亿欧元， 力压英超、 西甲冠压
全球———

1.36亿欧，
中超“烧钱”冠压全球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2016年，是中超80亿版权元年。这个冬天，中超也迎
来了史上前所未有的“疯狂”转会季———28日，苏宁2800
万欧元签下拉米雷斯，上海申花1200万欧元签下国米中
场瓜林。这一夜，中超两桩转会就花费4000万欧元，折合
人民币2.8亿元，着实令人惊叹。

除此之外，上海上港以1850万欧元把埃尔克森从广
州恒大挖走了，北京国安、山东鲁能分别签下了巴西现
役国脚奥古斯托、吉尔，就连“升班马”华夏幸福都一掷
1500万欧元，引进了科特迪瓦国脚热尔维尼奥……

这还不是终点， 有着“中超皇马” 之称的广州恒
大还没有出手呢！ 据悉， 恒大正在与一名来自欧洲的
大牌球员谈判， 但在最终敲定之前， 恒大方面和对方
所属球队都想高度保密。

延续2015年的势头， 目前已花费1.36亿欧元的中超
仍然是全球最烧钱的联赛之一。 排在第二的是英超联
赛， 花费为1.16亿欧元。 由于有天津权健的大手笔引
援， 2016年冬窗中甲联赛的转会花费也达到4300万欧
元， 甚至比德甲还多。 2月26日， 中超冬季转会窗口将
会关闭， 依照目前的形势， 相信还会有更大牌的外援
加盟。

各俱乐部如此疯狂的“烧钱大战”， 让球迷们热血
沸腾。 可以预见， 即将到来的2016赛季， 中超竞争将
明显提升一个档次， 众多大牌外援的到来也注定使本
来就很火爆的中超球市更上一层楼。

然而，钱并不是万能的。中国足球联赛大手笔投入和
青训的微薄投入存在着巨大反差。2014年一项调查报告显
示，中国只有9%的俱乐部青训投入超过1000万元。对于一
个有着长远规划的俱乐部而言，青训既可以实现商业化价
值，又能为球队储备后备力量，为中国足球做些实事，何乐
而不为呢？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向晓玲 张言文 符云锦

苗族聚居的泸溪县小章乡，有一名家
喻户晓的好教师，他就是被人称赞的“两
脚车教师”满冬其。

38年以来， 他用那不知疲倦的双脚，
每天在丈量大山；他用灵巧的双手，修补
了一张张桌椅；他用爱心，陪伴苗山深处
孩子的成长。

近日，记者在大西垅小学采访了这位
老师。

天蒙蒙亮出发，
跋山涉水去教书

满冬其是泸溪县小章乡禾曹坳村人。
1977年，满冬其高中毕业 ，不顾家人的
反对 ， 执意在村里当一名民办教师，那
时，他一个月的薪水才3元钱。

6年后，满冬其主动申请去4公里远的
烟竹坪村小任教， 每天天蒙蒙亮出发，跋

山涉水去教书，天黑才回家。
2年后，他听说大西垅村缺教师，于是

他又要求调过去。 就这样，哪里缺教师，他
就往哪里跑。

2008年9月， 白泥塘小学有位教师退
休了，因位置偏远，没有教师愿意去。 满冬
其又动了心思。

“我家住乡里最东边，学校在最西边，
每天来回足足要走18公里路。 ”满冬其笑
着说，“开始领导并不同意调我去，经过多
次请求，才同意我去。 ”

从此，他便起早摸黑穿梭在这大山深
处，不管刮风下雨，在这条山路上走了一
年又一年。

课桌椅坏了，
他修补换上“新脚”

满冬其从小做过木匠， 有一双巧手。
不管来到哪个学校，桌椅门窗都会在他的
手上变得结实，从旧变新。

初到白泥塘小学， 映入他眼帘的，是

破烂的教室，坑坑洼洼的小坪场，还有一
个臭气熏天的厕所。 看到这些时，满冬其
不禁暗暗心里后悔。“但是，当我看到孩子
们都自发来迎接我，眼里充满了期待和开
心，我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 ”

满冬其二话不说， 先当起了学校的
木匠。 课桌椅的“脚” 烂了， 他便找来
木头， 换上了一只只“新脚”； 哪扇门窗
坏了， 他找来木板， 麻利地给它安上了。
校门、 教室窗户、 桌椅板凳， 就这样都
被他修好了。

学校的厕所常漏雨，一到下雨天雨水
倒灌，臭气熏天，无法落脚。 满老师硬是当
起了瓦匠，爬上梁顶，踩着年久失修随时
可能会断的木梁，换上一片片新瓦。 从此
师生雨天也不怕上厕所了。

一人带着两个年级，
让学生背对着背坐

满冬其的母亲今年90岁了。为方便他
照顾母亲，去年学校把他调回离家较近的

大西垅小学。 每天早上，满冬其早早给母
亲做完饭，喂好饭，就抓紧时间去学校。

记者走进学校，一群活泼的孩子就围
了上来。

“满教师对我们可好了。 ”二年级学生
符阳抢着回答。

“满老师是我们的‘爸爸’。 前两天我
生病没来学校，他还去我家看我了呢。 ”另
一位学生有点害羞地说。

瘦瘦的满冬其不好意思地搓着手，老
花镜背后的眼睛里笑意浓浓。“他们就是
我的孩子，我刚调来就是这么想的。 ”满冬
其说。

大西垅村小只有他一位教师，还带着
两个年级。“这种复式教学，我有丰富的经
验。 把两块黑板都用上，让两个年级的学
生背对着背坐。 ”满冬其有些自豪地告诉
记者，在每学期学区统考中，他所教的班
级成绩都在乡里名列前茅。

“我两边都不能放，一边是学生，一边
是生我养我的母亲， 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都离不开我。 ”满冬其说。

“两脚车教师”满冬其著名歌唱家、湖南花鼓戏代言人

李谷一回湘收徒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银铮

铮） 作为湖南花鼓戏的代言人， 著名湘籍歌唱家李谷
一一直有个心愿， 为湖南花鼓戏培养后备人才。 今天
上午， 李谷一借回湘录制湖南戏曲晚会的机会， 来到
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挑选徒弟。

李谷一1961年被选入湖南省花鼓戏剧院 （湖南省
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前身） 开始舞台生涯， 以花鼓
戏 《补锅》 被观众熟知。 成为全国闻名的歌唱家后，
她一直不忘宣传、 推广、 演唱花鼓戏。 她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 “是花鼓戏成就了我。 花鼓戏是我艺
术的土壤和根。”

2015年12月， 湖南省文化厅公布了第三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增补名单， 李谷一名列其
中。 “成为花鼓戏传承人后， 我觉得身上的责任更重
了。” 李谷一告诉记者， 此番回长沙， 想选几个好苗
子， 教他们戏曲、 声乐， 把积累的经验和想法传给他
们。

听说李谷一招徒， 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 长沙
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 株洲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
湖南省艺术职业学院、 望城区文化馆的10多位年轻演
员纷纷报名。 现场， 每人表演了一段湖南花鼓戏。 李
谷一肯定了大家的表现。 她说， 戏曲传承的希望在年
轻人身上， 要多给年轻人提供舞台和机会。 她热忱邀
请来到现场的年轻演员参与湖南戏曲晚会的录制， 并
当场排练了要在晚会上表演的 《刘海砍樵》 和 《补
锅》。 爱心扶起“渐冻女孩”

春运服务进社区
1月26日，岳阳市火车站“洞庭春”党员流动服务队来到岳阳楼区金鹗山街

道南津港社区，为居民解答购票、乘车等疑难问题。 春运启动后，该站针对不同
需求，创新服务形式，组织志愿者团队深入社区，将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赵敏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