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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微档案】
周学文，男，53岁，中学高级教师，1979年

参加教育工作，扎根边远山区学校37年，现任
教于桃江县马迹塘镇龙溪中学。 曾获益阳市
“师德先进个人”等称号。

【故事】
6月2日， 桃江下着蒙蒙细雨， 天灰蒙蒙

的。
龙溪中学的一间会议室里， 周学文静静

地坐在一旁，脸也灰灰的。

带病上课，还安慰学生
2014年，身患鼻咽癌的他，先后经历6次

化疗，32次放疗，仍带着病躯重上讲台，至今
已整整两年。

现在， 他兼任学校党支部书记、 寝室管理
员、 一个毕业班班主任以及两个毕业班数学教
学。

“任务挺重的啊！周老师。身体要紧，做点
轻松的活才好啊！”记者关切地提醒。

周学文微微笑了笑：“我本来就闲不住，
况且毕业班老师任务重，学校也缺人手，能够
尽一份力我就尽一份力。”

2012年， 周学文发觉颈部长出一个突起

的肿块，上课时有耳鸣、头晕，批改作业有时
也感到费力，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鼻咽癌。医
生将实情告诉给周学文的妻子聂金云， 怕丈
夫承受不了打击，聂金云隐瞒真相，谎称是其
他病因， 将欲返校的丈夫强行留在医院接受
治疗。 不久， 察觉不对劲的周学文知晓了真
相，他找到主治医生，情绪有些激动地说：“医
生，以后我的病情请如实告诉我，我挺得住。
不要跟我爱人讲，她一个女人家，承受不了。”

此后，住院90天，相继放疗、化疗医治。几
个月以后，在周学文强烈要求下，他又回到学
校，担任班主任并教毕业班数学。

有时，上着上着课，发炎的牙龈会出血，
嘴里都红了，周学文却浑然不知。这时，学生
会善意提醒他：“周老师， 你嘴巴里出血了。”
周学文却还安慰学生说没事，只是牙龈发炎。

关爱学生，学生也关爱他
“周老师，有时工作太霸蛮对身体不好

啊。万一出个意外，你就没想过后果吗？”记
者问。

周学文回答得很朴实：“生病后， 我也
经常在想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工作时虽
然身体累点，但心里很充实，与学生们在一
起， 感受着他们的朝气蓬勃， 我感到很开
心。假设真的闲下来了，也许还变得难过一
点了。”

周学文真诚地关爱着他的学生。 而他的
学生们，也报以最真诚的关爱。

“在住院治疗的几个月里，许多学生闻讯
赶到医院来看我，安慰我，还为我加油鼓劲，
其中不少是已经毕业的学生。 更多学生是打
电话、发微信来传递他们的慰问。那一刻，我
作为老师真的觉得特别欣慰、特别自豪，病痛
都觉得减轻了不少。他们，确实给予了我战胜
病魔的勇气。”沉浸在温情中的周学文，灰灰
的脸似乎也光亮起来了。

繁重的工作、折磨人的病痛，让周学文经
常失眠。不眠之夜，他会独自绕着整栋学生宿
舍踱步，或者去查看教学楼，把未关严的窗户
关好，又或者守着孤灯，看书备课，记下工作
中的点点滴滴。

采访中， 见到了周学文班上的两位学
生。一位叫汪逍宇，是班长。她说：“有几次
上课，周老师站不住了，就坐在凳子上接着
讲。他带病上课的情景，我们看在眼里，激
励在心里。”另一位叫汪易梅的学生则告诉
记者，她最想对周学文说：“老师，请您对自
己好一点！”

� � � �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记者 陈薇）昨
日， 中国散文学会在河北承德举行第七届
冰心散文奖颁奖典礼，湖南4位作家摘取了
“冰心散文奖”（中国散文界的最高奖项）。
他们是衡阳甘建华（长篇散文《冷湖那个地
方》）、石门张天夫（散文集《天不在意》）、浏
阳彭晓玲（散文集《苍茫潇湘》）和怀化申瑞
瑾（《云端上的溆浦花瑶》）。

冰心散文奖是根据著名文学家冰心先
生的遗愿于2000年创立的，与茅盾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分量相当，都
是我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 先后曾有贾平
凹、肖复兴、赵丽宏、铁凝等百余位作家获
此殊荣。据了解，本届冰心散文奖共有30部
散文集、42个单篇散文及3篇散文理论折
桂，获奖者有张抗抗、何申等名家力作。

� � �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
讯员 王建军）刚劲激昂的茅古斯、清新欢
快的打溜子、古老神秘的傩面舞……6月19
日， 张家界市政府在长沙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以“绝版张家界，最炫民族风”为主题
的首届中国湖南·张家界民俗文化活动月
将于7月9日至8月9日举行。 这是张家界历
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
的民族民俗文化活动， 将有10万人次民间
艺人展演100多种原生态民族民俗文化。

张家界境内聚居着土家、白、苗等46个
少数民族， 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独特而浓
郁。 目前已挖掘整理50个重点民俗文化保
护项目，确定了10大类732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拥有各级代表性传承人433人，其中
桑植民歌、张家界阳戏、桑植白族仗鼓舞被

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举办民俗文化活动月，是推进文化与

旅游深度融合的一次积极尝试。”张家界市
副市长欧阳斌介绍， 每年6至7月是张家界
旅游高峰期， 将有约1000万人次游客前来
旅游休闲度假。以后，每年都将举办民俗文
化活动月，力争使之成为世界文化新品牌。

据了解， 张家界民俗文化活动月期间，
将推出4大节点活动: 开幕式暨千人傩面祭
先祖、两千人狂欢大摆手、千人狂欢茅古斯、
千人摸米女儿会；九大日常活动：土家情歌
对唱、傩面舞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民
族服装秀、狐仙寻亲、桑植民歌体验等。

“助推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是对民族文
化最好的保护和传承。” 张家界市委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余怀民说。

� � � �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毛敏轩 姚学文）
一边逛公园，一边读书，是不是很惬意？6月
17日开放的我省首个公园图书馆， 会令你
享受这份美好。

这个别样的图书馆， 位于长沙市雨花
区黎托街道京珠高速公路附近“花侯新市
民公园”内。精致典雅的小木屋、文艺味十
足的内饰风格，走进“阅读花园”，一阵花香
扑面而来，拿上一本心爱的书籍，用半天时
光放空自己，感觉格外放松。

“阅读花园” 倚靠百年古桑
树，周围绿草如茵，视野开阔，其
设计融合了中西方文化， 由庭院
与书屋组成。 庭院内摆放特色阅
览座椅8套，书屋内有整套茶艺工
具、咖啡设施，环境干净清雅，阅
读氛围浓厚。

据介绍， 这个图书馆是雨花
区文体新局投资30万元建设的，
便利了周围居民阅读， 也填补了

我省图书场馆在公共休闲领域的空缺。书
屋内配备最新的文学、经济、互联网、美容
等适合各类人群阅读的书籍近2000册。全
部图书编目分类摆放，向市民免费开放。

“市民凭身份证就可以进来阅读，目前
暂不安排外借。” 雨花区文体新局负责人
说， 今后还会在公园内定期举办各种文化
展览，以丰富市民生活。

� � � �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通讯员 裴昌胜
记者 左丹）6月17日，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教
育研究所正式成立， 农大正式设立和筹备
成人教育学二级学科硕士点。据悉，这是省
内第一个继续教育类的硕士点。

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从19世
纪80年代开办，至今已有30余年历史，为
社会各界输送了大批高层次专门人才，
累计培养成教生、自考生约10万人次，培
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0余万人次。 其继
续教育规模和质量走在全省甚至全国的
前列， 被湖南省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各

界誉为“继续教育的一面旗帜”，曾获全
国高等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先进集体”“全国学习示范服务
中心”和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湖南省优秀
助学机构”等多项荣誉。

该研究所成立当天， 开展了成人教
育学科建设的研讨。 专家对农业大学继
续教育研究和成人教育学硕士点学科建
设要立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
的需要， 突出新型农民培养和精准扶贫
等学校特色提出了许多切实中肯的建
议。

通讯员 黄勇华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6月15日，学生丽莎从微信上向“唐妈妈”
发出了参加婚礼的邀请函，请柬上写着“只有
当你真正放弃时，才算失败”。

“唐妈妈”即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英语
教师唐晓蓉， 这句并不像邀请辞的邀请辞寄
托的是深深的师生情谊。

3年前的暑假，唐晓蓉辅导丽莎参加湖南
省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整整一个月，师生白
天形影不离，哪怕做饭、聊天、散步，也全部用
英语对话。

竞赛场上，丽莎即兴演讲发挥欠佳，名落

孙山。
回到学校，丽莎远远看到唐老师，就绕路

走开。唐晓蓉给丽莎发了短信：孩子，请不要
害怕失败。

当天晚上，丽莎找到了“唐妈妈”。回想一
个月的艰苦努力，她泪流满面。泪光中，唐老
师温柔且坚定地鼓励她：“只有当你真正放弃
时，才算失败。”

教书育人，重点在于关爱心灵。
去年春天， 担任班主任的唐晓蓉接到通

知，患癫痫病休学的学生阿良(化名）复学到
她的班上。

由于学习紧张， 阿良半年内3次发病。每
次唐晓蓉都自己开车将他送往医院治疗，为

他垫付医药费，还和班上的同学轮流看护。
为更好地照顾阿良， 唐晓蓉专程赴省城

长沙听专家讲座学习。
听取专家建议，唐晓蓉经常找阿良谈心，

叮嘱他遵医嘱、写日记。日记包括发病、服药、
活动及睡眠等状况， 配合医生做好下一步的
诊疗方案。

癫痫患者常有自卑、孤独的心理，不利于
身心康复。唐晓蓉组织班干部开会，发动大家
消除偏见，把阿良当家人。

通过班级活动， 阿良与大家渐渐融为一
体， 学业成绩明显提升， 这半年没发过一次
病。家长感激地说：“遇到这么暖心的老师，真
是阿良的福气。”

“老师，请您对自己好一点”
———记桃江县马迹塘镇龙溪中学教师周学文

� � � � 6月2日， 桃江县龙溪中学， 周学文在课堂
上给学生细心讲解。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10万人次展演原生态民俗文化
张家界下月将举办首届民俗文化活动月

湘籍作家再发力
4位作家荣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

一边逛公园一边读书
我省首个公园图书馆开放

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研究所成立
省内第一个继续教育类硕士点设立

心田播撒幸福花
———记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唐晓蓉老师

少儿舞蹈赛
6月19日， 第十届

“小荷风采”湖南少儿舞
蹈长沙选拔赛在湖南省
群众艺术馆开赛。 本次
比赛由省舞蹈家协会、
省音乐家协会、 省电视
艺术家协会主办， 参选
节目形式丰富多彩，囊
括了独舞、双人舞、三人
舞、集体舞等形式，来自
长沙市内的52组节目参
加选拔。 比赛优胜者将
参加7月初举行的湖南
省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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