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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微档案】
郑会和，女，1964年生。宁远县清水

桥镇晓睦塘完小教师。1985年9月至今，
连续31年担任班主任。 先后被授予宁远
县首届“优秀班主任”、永州市“优秀班主
任 ”、永州市 “最可爱的乡村教师 ”等称
号。

【故事】
“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
劳动了一天，多么辛苦呀，
妈妈、妈妈快坐下。
请喝一杯茶，让我亲亲你吧，
我的好妈妈……”
郑会和上音乐课时， 常常教这首名

为《我的好妈妈》的儿歌。看着满课堂的
孩子，她会想起早逝的女儿。

母亲的心，教师的情，融为一体。

缺教师，她一堂课教72个孩子
5月31日上午， 记者赶到宁远县清

水桥镇晓睦塘完小， 郑会和正在上数学
课。

在二楼的一间教室里， 满满地坐了
72个学生。进教室的门被堵住了，连讲台
上都摆了一张课桌。 这张课桌不对着黑
板，对着门。

学校缺教师， 只好两个班合到一起
上课。

上大班辛苦，当班主任更辛苦。她教
了31年书，当了31年班主任。

60次期末考试，她教的学生成绩60
次名列学区第一名。

1999年， 郑会和创造过一个“神
话”：仅仅一个学期，她就将成绩倒数第
一的4年级班级调教成了学区第一。

记者翻阅了宁远县教育局编印的
《2015年下期小五期末考试科任教师成
绩册》，分为“城区”“农村”“民办”三大类。
郑会和任教的72名学生， 以综合分81.7
分，排名农村学校第一。

13年前痛失9岁女儿，
坚守讲台

下课了，郑会和才有空跟记者聊天。
一会儿， 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跑到了她身
边。

这是郑会和的小女儿。10岁， 读五

年级。郑会和的丈夫也在这所学校教书。
“我的大女儿也有这么漂亮。”郑会

和声音哽咽了，“唉！9岁就走了。”
2003年7月16日，暑假到广东玩，郑

会和的大女儿不幸遭遇车祸身亡。 整个
暑假，郑会和以泪洗面，像丢了魂似的。

她想请假，再休息一段时间。9月1日
报到那一天，她望着孩子们的眼睛，心软
了。

9月5日开学，郑会和站在了讲台上。
上完课，孩子们围了上来。

“郑老师，别伤心了。”
“我们都是你的儿女。”

她教的学生， 很多有出息。2014年
高考， 李尚鹏将考上湖南科技大学的好
消息，第一个告诉的是郑会和。2005年9
月，郑会和接收的班上，那个情绪低落、
沉默寡言的学生正是李尚鹏。 是郑会和
让他变得阳光起来，自信起来。

42岁高龄怀孕生崽，只休
了27天产假

郑会和曾是一个不幸的人， 更是一
个有福的人。

2005年12月6日，42岁的郑会和又
生下了一个女儿。产前，请假休息了3天。
产后，也只休了27天。休产假期间，她自
掏腰包请了一个代课教师。

但她放心不下， 担心代课教师管理
不到位。

2000年9月， 郑会和任教的班转来
一名叫郑武军的学生。 前任班主任说：

“谁能把郑武军教好，我用手掌煮饭给他
吃……”

这个10岁男孩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父亲早逝，姐姐在广东做生意，从小被溺
爱， 动不动就跟人打架。 郑会和苦口婆
心，郑武军变成了乖孩子。高中毕业后，
郑武军到他姐姐那里打工， 逢年过节常
常来看一看郑会和。

本报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刘从武 颜石敦 肖紫瑜

“现在城里人最看好绿色食品，而我
们喂养的莽山黑豚，是喝山泉水、吃黄豆

玉米长大的，肉质鲜美，不愁没销路。”
6月1日上午，在宜章县莽山瑶族乡西
岭村跳石子组，一位50岁开外头发花
白的人兴致勃勃地为村民开展专题讲
座。台下，男女老少听得津津有味。

这位主讲人， 就是
“何教授”。

“‘何教授’名叫何
勇，他当过大学教授，后
辞职开办律师事务所，
2009年来到莽山钓鱼
坑搞养殖创业。”提起何
教授， 跳石子组长赵王
保如数家珍，经过5年摸
索， 何教授引进湘西黑
猪，放养到野外，并与莽

山野猪自然杂交 ， 成功繁殖出新品
种———莽山黑豚。 因皮脆肉香、 口味独
特，深受市场欢迎，零售价平均每公斤高
达200元。

莽山黑豚市场走俏， 给跳石子组带
来了脱贫致富的希望。我们了解到，以前
的跳石子不通公路，全组共有28户瑶胞，
全都是贫困户，住的都是泥坯屋。

“现在你看， 水泥马路修到了寨中
央。更让人高兴的是，我们村也有自己的
产业了！”赵王保乐呵呵地说。

何教授与跳石子组“结缘”，是前年
的事情了。原来，2014年冬，赵王保慕名
找到何教授， 尝试在跳石子深山合作养
殖莽山黑豚。看着赵王保殷切的眼神，何
勇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大家一合计，
当即有25户加盟合作社养殖莽山黑豚。

去年6月，何勇的土里巴吉公司与跳
石子农民合作社共同成立土里巴吉跳石
子生态农业公司，双方各占50%股份，农

户负责养殖， 12个月后由公司统一收购
销售。 并引进了首批200只黑豚进行养
殖。

有“能人”带动，跳石子瑶胞信心倍
增。

今年春节期间，何勇和合作社商议建
设莽山黑豚体验餐馆， 开发农家乐休闲
游，大家都很赞同，投工投劳参与建设。5
月1日， 投资20多万元的餐馆开业。“没打
任何广告，每天都有游客来品尝，第一个
月的收入有4万多元，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
有奔头了！”赵王保心里乐开了花。

瑶寨有了特色养殖、 农家乐餐馆，3
名在外打工的瑶胞回到合作社帮忙，他
们说，“在家也能赚钱， 干吗还要往外
跑。”

“到下个月，首批200头莽山黑豚可以
出栏了。”赵王保掐着指头估算，合作社养
殖纯收益估计可达20万元，平均每户净收
入8000元，是以前全家收入的2倍。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6月10日，中国第11个文化遗产日前一天，长沙的桃源刺
绣收藏家张忠家里宾客盈门。

踏进这个“金屋藏绣”的男人家里，仿佛进入一个小型博
物馆， 里面摆放着他费尽艰辛搜集来的桃源刺绣。20余年里，
张忠踏遍常德桃源，搜集到桃源刺绣珍品600多件。

凌晨3时上门收购
藏品中，有一件《安禄山敬拜唐明皇》，被张忠视之珍宝。
这件清代中期的桃源刺绣，他追踪了10年，往返多次、花费

近百万元才得到。“此刺绣先前为神帐，是在祈求神灵保佑的重
大仪式上才使用的。”张忠说，《安禄山敬拜唐明皇》中所有人物
动作和表情刻画得惟妙惟肖，尤其是把安禄山心怀鬼胎表现得
淋漓尽致。前不久，有人出价上千万元他不为所动。

有一次，桃源县一位收藏家打电话给张忠，有意出售一件
桃源刺绣《三娘教子图》，并要求他凌晨3时准时上门。张忠知
道这位收藏家讲究良辰吉时， 于是提前一天从长沙赶到桃源
县，提前来到收藏家的家门口，在凌晨3时准时敲门。

钟情桃源刺绣20余年
为何对桃源刺绣如此钟情？ 张忠介绍，1994年他去张家

界旅游，发现很多日韩游客在抢购一种绣品，“我凑上去一看，
立即被眼前用色厚重、鲜艳夺目的刺绣所吸引。”打听发现，这
些刺绣都是从民间搜集来的，日韩游客定期过来收购。

随着旅游开发的日益扩大，人们对古绣缺少重视，使得大
量的古代刺绣不是被外国人买走，就是随老人去世烧掉。深感
惋惜的张忠，于2000年回到湖南从事桃源刺绣的收藏、保护。

桃源刺绣是“湘绣之母”
在收藏的同时，张忠还开展了对桃源刺绣的整理研究，并

与他人合作出版了《湘绣之魂》《桃源刺绣》两本著作。他研究
发现， 桃源刺绣在明代已经极为盛行。“明万历二十年进士江
盈科，在《闲闲草集》一书中讲述了‘桃源女子几乎个个刺绣’。
据此推断，桃源刺绣至少有400多年历史了。”

桃源刺绣构图夸张，用色大胆，极具艺术张力。张忠说，从
作品看，绣工除了拥有精湛的刺绣技艺外，还具备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较强的美学素养。兴起于清末的湘绣，其成熟、成名得
益于掺针体系的建立，桃源传统刺绣的针法体系孕育了湘绣，
可谓“湘绣之母”。

2015年， 桃源刺绣入选常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 然而目前外界对桃源刺绣的了解太少。 张忠准备建立展
示、保护、研究的数据库，并筹划相关展览，让更多的人了解、
喜欢桃源刺绣。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倪友平）今天是第13个“世界献血者
日”，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机关和驻委各直
属单位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献血活动，共有
48名公务人员，累计献血16000多毫升，以
实际行动号召市民关注、参与无偿献血。

据介绍， 有不少省卫生计生委职工
经常献血， 其中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
詹鸣近10年来，已经累计无偿献血5000
毫升。 詹鸣说：“作为从事卫计管理工作
的公务人员，我们要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起到带头表率作用。”

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是“血
液连接你我”， 感谢献血者为传递生命
所作出的贡献，并强调献血者与患者之
间的“分享”与“相连”关系。2015年，全
省共有50.9万余人次无偿献血，提供了
173.78吨多的血量，为临床病人带来生
命的希望。

�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王亮）湖南的格斗迷有眼福
了。7月2日，亚洲顶级格斗赛事“ROAD� FC”路德国际综合格
斗大赛将登陆长沙湖南国际会展中心，绰号“功夫熊猫”的我
国蒙古族格斗名将敖日格乐领衔的20位国内外格斗好手汇聚
星城，带来一场国际水准的格斗盛宴。

据介绍，2016年“ROAD� FC”将在中国举办8站洲际大赛，长
沙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娱乐之都， 将在7月2日迎来其中一场较
量。“ROAD� FC”长沙站比赛将进行5场副赛，5场主赛。主赛中最
受关注是“功夫熊猫”敖日格乐与“美国野兽”鲍勃·萨普的对阵。

敖日格乐去年12月首次登台“ROAD� FC”，仅用时27秒
就KO对手金在勋。敖日格乐的第二场“ROAD� FC”赛不敌韩
国名将崔洪万，但他在比赛中多次将对手逼至八角笼边缘，给
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本次面对美国强敌，敖日格乐志在打一场
翻身仗，重新找回胜利的感觉。

据了解，“ROAD� FC”已与湖南卫视国泰芒果达成体育娱乐
战略合作。10月15日，“ROAD� FC”将携手湖南卫视国泰芒果，在
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期间举办一场大型的明星慈善赛。

因为仁，所以爱
———记宁远县清水桥镇晓睦塘完小教师郑会和

� � � �郑会和老师在给学生上数学课。
湖南日报记者 刘桂林 摄

抢救“湘绣之母”

瑶寨来了“何教授”

“世界献血者日”
省卫生计生委48名公务人员
带头无偿献血

路德格斗7月2日“战”长沙
“功夫熊猫”敖日格乐要打翻身仗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6069 3 4 3 8 4 5 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2921361.2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59 8 3 5
排列 5 16159 8 3 5 6 2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热血沸城
6月14日下午，长沙人民会堂外，爱心市民在献血大巴车上无偿献血。当天是第13个世界献血者日，长沙市举行“分享生命、热

血沸城”大型主题宣传活动暨表彰庆典，对无偿献血先进个人、区县以及29家先进单位进行表彰。2014年至2015年，长沙全市无偿
献血达27.31万人次，采血量达98.1吨。长沙已连续四届被评为“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龙丹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