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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向晓玲 陈水刚 张言文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万
金山村，村子里流传说有万座“金山”，
其实这些只是村民祖祖辈辈对美好生
活的期盼。这里偏僻、贫穷、落后，却有
一位老师，36年来一直坚守在万金山
小学， 撑起了一个乡村摆脱贫穷的希
望。他就是张正权。

“托”起孩子们的未来
1980年，张正权高考落榜，情绪低

落。一天，村里的老支书找到了他，请
他为村里的孩子教书：“你是村里唯一
的书生， 村子里孩子们的未来全都寄
托在你的身上。”

因为偏僻落后， 当时村里只有两
个有小学文化的代课老师在给学生上
课，很多村民都把孩子留在家中干活，
去上学的没几个。

张正权也觉得只有多读书， 才能

让孩子们摆脱愚昧。他答应了老支书，
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

一开始， 很多村民并不愿意把孩
子送来学校， 张正权就挨家挨户地去
“劝学”。开学第一天，张正权班上仅有
13个学生。

张正权教得用心， 孩子们进步很
大， 村民们也慢慢认识到读书的重要
性。一个学期过后，很多村民把孩子送
到学校来学习， 张正权班上的学生也
越来越多了。

“我要为学生建操场”
以前学校只有几间破旧的木房

子。冬天，刺骨的寒风从板子缝里钻进
来，冷得他和学生直打哆嗦。有时冷得
受不了，他就带着学生去外面跑一圈，
跑得身上暖和些再接着上课。

可是学校并没有操场， 只有一块
土坪，一下雨，土坪就变成一个泥坑。

“我要为学生建操场。”通过张正
权的积极争取， 村委会终于答应为学

校建一个操场，但是只提供水泥，细砂
和石块还得张正权自己想办法解决。

第二天，张正权早早来到学校，脱
下鞋子走进小溪中， 一块块把小溪里
的石块搬到土坪上。直到上课时间了，
他才收工。

第三天他还是这样早早去搬石
块， 有学生看见了， 也跟着他一起来
搬。

经过两个多星期努力， 整条小溪
旁边的石块全都被他和学生搬到了土
坪上。

操场就这样建好了， 孩子们在这
里上体育课、玩游戏、跑圈，成了村里
最热闹的地方。

“放心，让孩子先来读书”
“那时村民大部分都很贫穷，每学

期的学费都收不齐。”张正权说，一到
开学，就有家长来找他，对他说要等过
几个月家里的猪杀了， 或者等秋季有
收成的时候再交学费。

每当这时候，张正权都一口应承：
“放心，让孩子先来读书。”他拿出自己
的工资先垫着， 有时半年的工资就这
样垫进去了。

学生张明学家庭很贫困， 母亲弱
智，父亲常年生病，两个哥哥因为家里
贫困从没踏进过学校的门槛。 张正权
知道了，自掏腰包资助张明学上学。

还有些学生到学期结束时交不起
学费， 张正权也不催。“他们实在交不
起， 但难道你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就这
样不读书吗？”

现在的万金山小学， 一栋白色的
教学楼取代了原来的木房子， 操场也
翻新了，架起了篮球架，有了小跑道，
教室里换上了新桌椅、新黑板，一切都
变新了。唯一不变的就是张正权，他依
然还坚守在这里。有的学生很争气，当
了教师，进了军校，或者在外创业。

“我最幸福的事， 就是每逢过年过
节，我的很多学生都会回来看看我，喊我
一声‘老师’。”张正权骄傲地告诉记者。

4个演出团
海外刮起“湖南风”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李国斌）3
月4日，湖南省参加2016年海外“欢乐春
节”活动成果汇报会在长沙举行。春节期
间， 湖南派出4个演出团共103人赴北美
洲、非洲、亚洲的7个国家演出，所到之处
刮起“湖南风”。

文化部从2010年开始举办海外“欢
乐春节”活动。猴年春节期间，湖南省歌
舞剧院、省杂技艺术剧院、张家界魅力湘
西艺术团、怀化市歌舞团组织演员组成4
个演出团，分赴印度尼西亚、美国、伊拉
克、约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南非
7个国家参加海外“欢乐春节”活动，累计
演出45场，观众超50万人次。

在印度尼西亚，表演的《浏阳河》《刘
海砍樵》等节目，让华人华侨流下了激动
的眼泪。在伊拉克，出现“一票难求、场场
爆满”的火爆场景。在美国，演出在商场、
社区、学校全面铺开，引发美国当地观众
对中华文化的强烈好奇心。

据悉，2016年湖南对外文化交流活
动丰富多彩， 省文化厅与巴基斯坦中国
文化中心将开展一系列交流互访活动，
开展“湖南文化走进法国”中法文化系列
交流活动， 并将于下半年举办第四届张
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李传
新 通讯员 戴理文） 记者从召开的
长沙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第一
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长沙市将采
取五大措施，通过两年的努力，切实
提升长沙食品安全水平， 推进国家
食品安全城市创建。

去年9月， 长沙被国务院食安
办纳入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第
二批试点。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上，长沙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郭
塨介绍，五大措施包括：一是加强
源头监管，实施产销对接，建立完
善食用农产品及食品市场准入机
制。 对进入长沙市场的肉及肉制
品、水产品、蔬菜 、水果等大宗食
品，发放对接基地证明，经检测合
格后方可入市销售。二是全面加强
食品小作坊规范管理，重点确保豆
制品、米粉、湿面等老百姓消费量

较大食品品种的质量安全。三是加
强食用油市场监管，严防“地沟油”
回流餐桌。 四是大力推进“明厨亮
灶”工程，切实加强学校食堂及食
品摊贩规范管理。五是部署开展乳
品及婴幼儿食品、 肉及肉制品、蔬
菜、水果、豆制品米粉湿面、酒类、
保健食品及农贸市场、农村集体聚
餐等十大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
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李
传新 ） 国家食药监总局日前下发
《关于停止冬虫夏草用于保健食品
试点工作的通知》， 冬虫夏草用于
保健品试点被叫停， 这意味着昔日
“高富帅” 名贵中药材或迎倒春寒。

3月8日， 湖南省食药监局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介绍， 冬虫夏草不是一种食药两用
的物质， 因此它不能单独作为保健
品的原料。 原 《冬虫夏草用于保健
食品试点工作方案》 自本通知发布

之日起停止执行， 且要求含冬虫夏
草的保健食品相关申报审批工作按
《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执行， 未经批准不得生产
和销售。

据了解， 在2012年试点方案实
行后， 全国共有5家试点企业第一
次允许冬虫夏草直接被用作保健食
品的原料。 业内人士表示， 此次冬
虫夏草用于保健品试点被叫停， 并
非一棍子打死所有虫草保健品， 但
今后凡想生产虫草类保健品则要按

保健食品申报审批流程走， 而且审
查、 管理会愈加严格。

省食药监局负责人同时提醒消
费者， 不要迷信冬虫夏草的保健功
能， 国家食药监总局此前曾组织开
展对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粉及纯粉
片产品的监测检验， 发现砷含量为
4.4毫克-9.9毫克/千克， 大大超过
保健食品国家安全标准中砷限量值
为1.0毫克/千克的标准， 长期食用
这些产品会造成砷过量摄入， 并可
能在人体内蓄积， 存在较高风险。

35岁至64岁女性，
可报名免费筛查“两癌”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刘青）3月6日，“2016湖南两癌预报筛
查暨十大省级肿瘤专家预约会诊援助工
程”在长沙启动，即日起，35岁-64岁的女性
均可拨打健康热线0731-88001616，或登
录网站www.cskxjk.com报名申请两癌（宫
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

据悉，该活动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芒果V基金公益支持。 爱心合作救助机
构—长沙珂信肿瘤医院的专家刘湘绣介
绍，乳腺癌、宫颈癌是危害女性健康的两
大“杀手”，近年有不断增多和年轻化的趋
势，目前很多女性没有养成定期筛查的习
惯， 两癌筛查是保障女性健康的“保护
伞”，早期发现和治疗乳腺癌和宫颈癌，一
般5年生存率都能达90%以上。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经李
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围绕
当前文物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落实责任、加强保护、拓展利用、
严格执法等方面作出了部署。

《意见》强调，文物工作要为培
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
务、为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服务、 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为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服务。推动
建立中小学生定期参观博物馆的
长效机制，将更多博物馆纳入财政
支持的免费开放范围，有条件的行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使用的文
物保护单位要定期或部分对公众
开放。

《意见》强调，要完善文物保护
法律法规，加快推进文物保护法修
订；严格责任追究，建立文物保护责
任终身追究制。《意见》提出，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要把文物保护经费纳入
本级财政预算。 大力推广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开发模式，拓宽
社会资金投入渠道。 发挥科技创新
的引领作用， 推动文物保护与现代
科技融合创新。实施人才培养“金鼎
工程”，加强文物保护修复、展览策
划等文博紧缺人才的培养。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教育
部8日发布《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
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对2016年
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公
安部门加强对“高考移民”的综合
治理。

《通知》提出，要落实和完善随
迁子女在流入地升学政策。各地要
进一步细化和落实政策措施，确保
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
非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都能在
流入地参加高考。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要会同公安部门加强对“高考移
民”的综合治理，严肃查处利用随
迁子女政策，通过非正常户口学籍
迁移、户籍学籍造假、出具虚假证
明材料等手段获取高考资格的“高
考移民”行为。

同时， 各地要严格落实本地减
少和规范高考加分的实施方案，加
强考生加分资格审核和信息公示。
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
规范程序，严防权力寻租。改进和规
范艺术、体育等特殊类型招生，进一
步扎紧制度笼子，明确政策红线。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马航
370航班失事两周年之际，马来西亚
8日表示对搜寻到失事航班抱有信
心，澳大利亚则承诺将尽最大努力寻
找飞机，给失踪乘客家属一个交代。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8日在一
份声明中说， 去年7月在法属留尼
汪岛发现的残骸进一步证明，马航
370客机不幸终结于南印度洋。现
阶段的搜寻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
候完成，马方依然对在搜寻的12万
平方公里内找到客机抱有希望。

纳吉布说，这一搜索工作在航
空史上是最具挑战性的，搜寻组面
临着世界上最困难的地形。如果未
能找到客机，马来西亚、澳大利亚
和中国将举行三方会议，决定下一
阶段措施。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告诉
记者， 马方调查人员已经抵达莫桑
比克并已取得新发现的疑似客机残
骸，将尽快展开鉴定；至于在法属留
尼汪岛发现的另一块疑似残骸，马
方需要等待法国司法部门的许可。

据新华社首尔3月8日电 韩国
政府8日在首尔公布对朝鲜单边制
裁措施，内容涵盖金融、海运、进出
口等四方面。

制裁措施包括：第一，将涉及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发工作的40
名个人、30个团体指定为金融制裁
对象，被制裁者不得与韩国进行外
汇和金融交易，其在韩国境内的财

产将被冻结；第二，加强与朝鲜相
关的海运管制，全面禁止经由朝鲜
港口的第三国船只在180天内进入
韩国港口，继续禁止第三国在朝韩
航线进行航运；第三，加强与朝鲜
相关的进出口管制，禁止朝鲜产品
经第三国进入韩国；第四，号召韩
国国民和海外同胞不去朝鲜在海
外经营的餐厅等盈利机构消费。

36年，撑起一所学校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育部今年将会同公安部门

加强对“高考移民”综合治理

韩公布单边对朝制裁措施

马航370失事两周年

马澳表示将继续全力搜寻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

长沙5招护卫“餐桌安全”

冬虫夏草用于保健品试点被叫停

� � � � 3月7日，在“神笔马良”趣味赛上，大家齐心协力书写“泸溪美”三个字。当天，泸溪
县举办“快乐健康添动力·我为泸溪增活力”为主题的庆“三八”趣味运动会。张克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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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

� � � � 3月8日，“雪
龙”号抵达澳大利
亚南极考察站戴
维斯站，接运由于
澳大利亚“南极
光”号破冰船搁浅
而滞留戴维斯站
的2名澳方科考队
员。这是中国第32
次南极科考队第3
次向澳方提供支
援。 新华社发

“神笔”书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