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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3日 星期一07 政治·文教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微档案】
张朝红 ，男 ，57岁 ，小学高级教师 ，1977年到

南县茅草街镇新成小学任教至今。 曾获南县“优
秀教师”、益阳市“优秀教师”等称号。

【故事】
6月1日， 城里的小学生都放假过节了， 新

成小学的教室里却依然传出了朗朗读书声。
两鬓发白、 一脸慈爱的校长张朝红领着记

者参观了教学楼。 从外看去， 这栋刷着红色墙
漆、 有着三层楼9间教室的教学楼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 透过一间教室明亮的窗户往里看， 一位
年轻的女教师正在上课。 讲台上电脑、 投影仪
等现代教学设备齐全， 学生们坐得端端正正，
课桌椅新得发亮。

学校变美了
2012年， 张朝红争取学校扩建立项， 筹措

200多万元，加上几位台湾老板的捐款，修建了这
栋新教学楼。 然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改善学校
的办学条件。

1994年，张朝红第一次筹资建校，在一个暑
假内基本建成一栋教学用房和一栋教师住房，还
修建了一条通往学校的水泥主道。 提及往事，身
旁几位老师开始七嘴八舌插言。“学校最初的教
室就是危房，时不时有泥从墙顶上落下来，我们
都没办法安心上课。 ”“当时通往学校的路还是泥
巴路，太窄了，运建材的车开不进来，只能把货卸
在离学校还有好几里远的马路边上。张校长就领
着我们几个身强力壮的男老师去搬运， 板车拖，
肩膀挑，一天往返数趟，那时张校长的肩膀经常
红肿着。 ”“张校长本来人长得蛮帅，后来搞基建
时去守工地，晚上脸被毒蚊子咬了。 硬是等学校
建好后才去医院， 后来动手术留了一道好长的

疤，破了相咧！ ”
而张朝红的家就在学校。 操场旁一栋矮旧的

平房，最靠外的一间，就是张朝红和妻子彭启桂
住了几十年的家。 侧面开了一扇门，门框四周的
墙漆已剥落，用水泥简单糊了一下。 门是几块木
板拼接而成，这个小隔间七零八落地堆放着一些
日常物件，一根竹竿横在中间，晾挂着若干衣物。

一心装着师生
张朝红的妻子彭启桂， 是大家公认的好媳

妇、好妻子、好母亲。 多年来，张朝红一直为学校
忙里忙外，顾不上家，年迈的父母和两个幼小的
孩子都是彭启桂一人来照料。

有一次,张朝红不在家，她自己挑谷到屋顶
坪台去晒，从楼梯滚下来，大腿被撕开一道十多

公分长的口子。 学校一有事情，张朝红就骑着个
单车往这边赶，不管白天黑夜的，路又不好走，彭
姐不放心，后来干脆带着公婆和两个孩子，一家6
口人蜗居在学校一间废弃的旧教室好多年。

“我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她和孩子。 ”张朝红
的眼眶有些红了。

三年级学生何家年因贫辍学，张朝红资助他
读完小学；学生王超友经常有一顿没一顿，张朝
红常把他喊到家中吃饭； 有些孩子缺学习用品，
张朝红把它们买回来； 有些孩子突然感冒咳嗽，
张朝红把药买回来……2015年， 学校新安排来3
位特岗老师，为了留住这些老师，张朝红腾出学
校最好的住房和办公室，还自己掏万余元添置热
水器和办公设备。 交通不便，住外地的老师往返
车站，张朝红都开着摩托车接送。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徐德荣 符
小勇） 日前， 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第5
届世界微创脊柱外科协会年会上， 南
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脊柱外科王文军
教授的学术论文摘得最佳论文奖。 这
是继今年4月该院脊柱外科欧阳智华博
士的论文在第16届世界脊柱外科创新
与发展协会年会获得最佳壁报奖之后，
摘得的又一项国际大奖。

该年会是世界最权威的脊柱外科
学术会议之一， 2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
的脊柱外科医学精英受邀参加， 每两
年举行一次。 大会上， 南华附一医院
脊柱外科王文军教授作了题为 《腹腔

镜下人工椎间盘置换术的临床应用》
的发言， 系统总结了严重椎间盘突出
症的先进治疗方法和手段， 在脊柱微
创治疗领域具有较高水平， 引起与会
专家学者强烈反响和赞誉， 该论文从
500余篇论文中脱颖而出， 被评为最佳
论文奖。

据了解， 2009年， 在王文军教授
主导下， 南华附一医院脊柱外科成功
完成了世界首例腹腔镜下人工椎间盘
置换术， 这一术式为严重椎间盘突出
症的根治提供了一种先进的微创治疗
手段， 标志着我国在脊柱微创治疗领
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 � � �湖南日报６月１２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何云飞 谭诚） 今天， 周敦
颐故里道县清塘镇楼田村濂溪书院恢
复重建。

道州濂溪书院系历代朝廷和士民
为纪念周敦颐而建。 书院始建于南宋
绍兴九年 （1139年）， 是一座融学习、
祭拜、 藏书功能于一体， 集宋、 元、

明 、 清古建筑
之大成的建筑
群， 规模宏大，
气势非凡 ， 历
代贤人志士慕

名拜谒者络绎不绝。 1263年南宋理宗
皇帝赐御书“道州濂溪书院”， 1687
年， 清康熙皇帝赐御书“学达性天”。
该书院曾数度修葺， 但最终因多种原
因不复存在。

现在恢复重建的濂溪书院， 是省
文物文博设计研究院按照省博物馆所
藏的图纸进行复原设计， 包括状元桥、
钟鼓楼、 爱莲亭、 太极亭、 清风楼等。
整个项目占地37.2亩， 其中濂溪书院
占地27.8亩， 广场占地9.4亩， 建筑面
积约4500平方米， 总投资约5000万
元， 建设工期一年。

学校美了，自己依旧清贫
———记南县茅草街镇新成小学教师张朝红

南华附一脊柱外科斩获国际大奖

风流未泯 弦歌不绝
道县重建濂溪书院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郑旋

� � � �名片
屈毅，1983年出生于岳阳，创业8年，

折腾过不下10个行业，虽屡战屡败，却也
不经意间获得了资本和经验的双重积
累。如今，再次出发，担任湖南光蓝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4月17日， 其团队
自主研发的智能型光纤安防预警系统获
得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 � � �故事�
� � � �“今年给自己的目标是完成B轮融
资， 看来很难做到了。”5月20日， 面对记
者，屈毅滑动手机，摇着头自嘲般地笑笑。

8年的创业，让他有一个习惯：年初
的时候，在手机上写下当年的目标。

“其实每年都没有完成。”在屈毅看
来， 这些目标不但一直在领着自己朝前
冲，也道出一部“失败史”。

“25岁开始创业。”读书时，屈毅给自
己定下的目标。

毕业后，因为对建筑设计的兴趣，他
来到上海一家装饰公司。期间，他为一个
厂房做装修设计时， 遇见了现在的合伙
人吴东方博士。

吴博士向他透露了智能型光纤产品
的构想。

“当时我认为这个构想太超前了，并
且只想做属于自己的事业。”为了履行承
诺，25岁一到，他便辞职开始创业。

在设计行业积累的经验， 让屈毅留
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然而，就
在承接世博会外立面广告灯光改造设计
工程时，因政府暂停了所有外立面广告，
广告公司被迫歇业。

随后，他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经营
海味土特产销售， 又慢慢扩展到进口化
工原料，业绩最好时，年销售额曾达到近
7000万元。

不过， 随后到来的国际金融危机让
外贸行业受到剧烈冲击， 由于行业上下
游不景气，公司无以为继。

2013年，屈毅带着资金回到长沙，四
处寻找投资机会。

经过调查，他在长沙盘下一所近1万
平方米的酒店，“恰逢公务需求降低，整
个行业开始下滑。”酒店这个行业，他也
没有做下去。

后来，通过对宾馆的改造，他试图打
造出集KTV、茶餐吧、健身房、饮品店等
于一体的休闲服务产业链， 却又发现资
金量太大，财务风险过高。

为了拆东墙补西墙， 他还同时去倒
卖过油糠和煤，却因为贸然杀入，不了解
内情而失败。

比尔盖茨曾经说：“成功是一位差劲
的老师。 它会诱导聪明的人觉得自己不
能失败。”

所以，屈毅也更相信失败，那些一个
个失败的节点， 都闪耀着一条条宝贵的
经验。

“失败的路走完了，就会剩下成功的
路。”屈毅对自己那些“失败”并无不甘，
因为正是这些“失败”也给他带来了资金
和经验的“原始积累”。

2014年，多年以前结识的吴博士再
次找到他， 希望他能帮助光纤项目在长
沙申报落地。最终，他花了一年时间，收
拾完自己手头的事业， 成为吴东方的合
伙人，担任光蓝科技总经理。

有趣的是，谈起崇拜的“商界偶像”，
屈毅说是范蠡。

因为他伴随勾践卧薪尝胆， 更重要
的是从商需要那种“审时度势， 知所进
退。”

今年，光蓝科技的项目斩获日内瓦国
际发明展最高奖。一根光纤，能够像“神经
元”一样完成对危险状况的探测和预警，引
起了许多客商的关注，让他们初露头角。

卧薪尝胆， 三千越甲可吞吴。“我叫
屈毅，不叫‘屈服’”，屈毅期待着那一天。

创业路上屡败屡战，如今，他再次出发———

“我叫屈毅，不叫‘屈服’”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刘柯） 11日上午， “翰墨情缘” 长沙芙蓉·益阳
安化书法联展在长沙画院开幕。 展览将持续至6
月13日， 共展出作品85件。

芙蓉区是省会长沙的中心城区， 素有“三

湘第一区” 之称， 都市文化引领时尚； 安化县
在益阳地位特殊， 特别是安化黑茶名扬天下，
茶马古道令人神往。 两地在历史文化、 经济建
设、 风土人情等方面均有诸多交集。

此次书法联展， 由长沙市文联支持， 芙蓉

区委宣传部、 安化县委宣传部等主办， 汇集了
张锡良、 何立伟、 孔小平、 谭秉炎、 敖普安等
省会名家和芙蓉区、 安化县书法家协会会员的
书法力作， 其中既有享誉省内外的书法名家，
也有崭露头角的书法新人， 既有70多岁的老书
法家， 也有年仅10岁的书法少年。 书法作品涉
及楷、 行、 草、 篆、 隶等书体， 创作形式丰富，
章法布白讲究， 笔墨语言精妙， 吸引了不少市
民前来参观、 品鉴。

屈毅 图/张杨

芙蓉、安化书法家携手
两地共书“翰墨情缘”

� � � � 6月1日，南县茅草街镇新成小学，张朝红在给学生介绍地球的相关知识。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200余吨危险废物多地乱倒
我省首例特大跨省环境污染案告破，14名犯罪嫌疑人
被刑拘
陈新 彭大川

6月12日，记者从宁乡县了解到，宁乡县最近
破获了一起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全省首例特大
跨省，并由环保部、公安部联合督办的环境污染
案。 该案件跨湖南、江西两省，涉案人员达18人，
非法倾倒危险废物达200多吨， 目前已有14人被
刑拘。

村民举报一起非法倾倒危险废物案
3月7日上午， 宁乡县灰汤镇洞庭村村民发

现， 附近一条县级公路边出现了一批蓝色塑料
桶，里面的黑色液体正向外泄漏，并散发出浓烈
的刺鼻臭气味。村民立即向当地环保和公安部门
举报。

在接到举报后，宁乡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和宁
乡县公安民警赶赴现场，经抽样检测，确认这批
蓝色塑料桶内的物质属于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中
产生的精（蒸）馏残渣，属于危险废物。 根据现场
勘察情况来看，这很有可能是一起严重的非法倾
倒危险废物案。

启动联动办案机制抓获
5名犯罪嫌疑人

执法人员立即采取应急处理， 通过现场收
集， 这些蓝色桶装的危险废物总重达到25吨，已
经远远超过了刑事立案标准。

由于案情重大，3月9日，宁乡县启动了环保、
安监、公安、检察院、法院联动办案机制，对这起
涉嫌污染环境案刑事立案侦查。

专案组通过地毯式调查，并结合“天网”进行
了卡口追踪排查，发现该批危险废物系一辆车牌
号为鄂D66XXX的大货车从岳阳运至宁乡。 经过
循线追查发现岳阳的大洋溶剂化工厂存在重大
嫌疑。

4月21日，专案组又获知一条重要线索，晚上
会有一车废液从该工厂运往益阳沅江市，且涉案
人员与之前送危废到宁乡的为同一伙人。 在省公
安厅的统一调度下，专案组兵分3路对涉案人员、
车辆进行蹲守、跟踪、抓捕，经过连续奋战，专案
组在长沙、益阳、岳阳等地分别抓获葛某等5名犯
罪嫌疑人，在沅江当场查获正准备非法处置的危

险废物20多吨。

一跨省处置危废作案团伙浮出水面
经审讯及连日调查，一个长期非法、跨省运

输处置危废的作案团伙浮出水面。 专案组顺藤摸
瓜，对线索层层深挖，4月26日至28日，专案组在
株洲、 衡阳、 岳阳等地抓获易某等5名犯罪嫌疑
人， 在衡山县查获非法处置的危险废物60多吨；
在长沙县 梨镇查获非法处置的危险废物20多
吨； 在江西宜春抓获刘某等两名犯罪嫌疑人，并
将涉及江西的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线索交由当地
公安机关处理。 自此一条横亘于湖南、江西的非
法处置危险废物链条被斩断。

经查证，从2015年8月份以来，岳阳的大洋溶
剂化工厂和天顺化工厂为了节省处置费用，非法
将200多吨危险废液交给彭某某个人进行处置。
彭某某通过联系方某等人用大货车运送危险废
物，联系魏某、易某等人将危险废物进行直接焚
烧等非法处置。 彭某某等人通过这种方式分十多
次将上述两公司的200多吨危险废物运送我省长
沙、湘潭、株洲、益阳、衡阳和江西新余等地进行
非法处置。

目前，涉事两家企业已被查封，依法批捕11
人，4名涉案人员在逃， 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之
中。 自此，这起自新《环保法》实施以来，我省首例
特大跨省，公安部、环保部督办的环境污染案成
功告破。

朗
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