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也

2016年8月17日 星期三05 文教·社会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实习生 王凡
通讯员 向晓玲

扎根乡村21年， 无偿资助贫困学生400
多名，组建爱心团队，争取爱心善款达10万
多元……今年7月，泸溪县小章乡黄泥冲小学
老师杨建珍被评为泸溪县“最美教师”，近日
记者采访了她。

大学毕业后来到村小
1995年7月， 大学毕业的杨建珍原本被

分配到离县城不远的洗溪镇中心完小。 然而
就在开学报到的那一天， 听说农村学校缺老
师，她选择了离家80多公里远的小章小学。

在去小章小学报到那天， 校长试探地问
她：“小杨，烟竹坪村小很缺老师，你去那儿行
吗？”杨建珍又答应了。

来到烟竹坪村小， 看到的是一栋破旧的
教学楼、一块坑坑洼洼的土坪操场、缺角少腿

的桌椅……尽管如此，杨建珍还是留了下来。
白天，她教孩子们唱歌、学习；晚上，她走

村串户、家访。“春天，孩子们会送我蕨菜、春
笋，秋天给我带蘑菇、包谷，在农村，我很快
乐。”说起这些事，杨建珍脸上满是笑容。

为学生做“担保”
穷乡僻壤的小章乡，学生家境贫寒，交不

起学杂费是常事。
“杨老师，你给我家小梅‘担保’一下，等

过一段时间，我把包谷和烤烟卖了，再还你。”
每到开学之际， 学生家长会来找杨建珍“担
保”学杂费。

“没事，让孩子先来上学吧！”
说是“担保”， 其实很多是无偿垫付了。

“不是家长不守信用不还，而是他们的条件实
在太艰苦了，我不忍心收垫款。”而她当时的
月工资也只有309.8元。

从1995年至今， 她先后帮助了400多名

贫困学生，无偿资助了1.3万余元。

组建爱心团队援助贫困生
21年来，杨建珍先后辗转烟竹坪、大西

垅、能溪河、黄泥冲4个村小，走访贫困学生
家庭10000多户。

深知个人力量有限的她， 通过网络加入
了湘西边城爱心协会， 借助网络大平台为更
多的贫困学子募集助学款和学习用品。

在她的倡导下，如今黄泥冲小学组建了爱
心团队，有12位教师参加。每到周末，他们穿梭
在苗乡的大山中，走访贫困学生，把学生的信
息整理成档，上传到边城爱心网站平台上。

在她与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已有51
名贫困生得到一对一的长期资助， 资助金额
80000余元；帮助112名学生申请获得了“李
连杰壹基金温暖包”，价值40000余元；黄泥
冲小学先后获得华侨魏基成捐赠衣物267
件，价值20000余元，课外书籍3000多册。

“最美教师”：21年情系山里娃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底健）8月15日晚， 怀化市机关会堂
欢歌如潮，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总工
会主办，怀化市委宣传部、怀化市文体广电
新闻出版局、 怀化市总工会承办的2016年
“欢乐潇湘” 全省群众文艺汇演决赛怀化专
场在这里精彩上演。

动感欢快的音乐响起，通道侗族自治县
委宣传部表演的鼓舞《四里锣鼓》拉开决赛
序幕。原生态舞蹈《沙坝丰收“踩堂”》《藤甲
八卦》，民族舞《画里苗乡》《簸箕舞》等相继
上演，充分展现了怀化市浓厚的民族风情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男声小组唱《沅水

打硪号子———补天》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少儿舞蹈《岁岁棉棉》《打泥巴》
展示出孩子们的童趣天真……各具特色的
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据悉，今年3月以来，怀化市自下而上开
展“欢乐潇湘·幸福怀化”大型群众文艺汇演
活动，全市各赛区进行海选、汇演161场次，
吸引1283个群众文艺团体参赛， 共演出节
目2315个，参与表演乡镇206个，参与群众
近3.98万人次， 现场观看演出群众23.71万
人次。这次专场演出的13个节目是从怀化总
决赛26个节目中挑选出来的，精彩呈现了怀
化原生态的民族风情。

百姓做主角 草根当明星
“欢乐潇湘”决赛怀化专场精彩上演

� � �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余蓉 实习生
王凡 通讯员 夏喜衡）今天，湖南师范大学、
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在雪峰
山下的阳雀坡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这标志着学校与企业将“牵手”打造雪峰山
旅游名片。

据悉 ， 湖南师范大学具有科研 、理
论、人才等优势资源，在景区规划、管理
创新、人才培训、智慧旅游、文化旅游等
方面为雪峰山旅游提供支撑。 雪峰山生
态文化旅游将为校方的教学科研、 学生
实训提供资金、 场地、 设备等方面的支
持。同时，湖南省旅游研究院和湖南师范

大学旅游学院将利用自身的理论研究平
台，总结雪峰山旅游扶贫的经验，推进旅
游精准扶贫。

在签约仪式上，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
司董事长陈黎明宣布了在师大旅游学院设
立“严己旅游教育基金”的决定，将在未来5
年每年捐助30万元， 用于奖励优秀的教职
员工和在校学生。

雪峰山山高林密，文化独特，是湖南尚
未完全开发出来的一块旅游净土。2014年
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进
军雪峰山旅游开发，现已被列入湖南省十三
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学校与企业
“牵手”打造雪峰山旅游名片

� � � �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李治）随着
长沙智能制造2025战略平稳推进， 中联重
科、三一重工、梦洁家纺等一大批知名企业
正在转型，“机器换人”成为升级生产流水线
的必修课。同时，机器人操控、维护、保养人
才短缺。今天，哈工大机器人集团进军长沙，
带来优质的机器人教育培训资源。其旗下苏
州哈工海渡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与湖南优
智机器人公司签约结为战略伙伴，共同开发
教育市场。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副总裁张明文表示，
湖南将成为哈工大机器人教育输出重点市

场。 到年底， 预计我省机器人产业园将有
100家企业入驻，包括海内外工业机器人巨
头长泰、库卡、拓野、佛山精一等，但应用方
面人才短缺。 我省已有10多家职业院校瞄
准这块市场，开设了相关专业。但受制于观
念等，报考者还不多。

“传统车间流水线技工如能升级为机器
人工程师， 即使在内地， 月薪也可跳到万
元。”湖南优智机器人公司董事长李幸奇说，
目前机器人专业人才需求增长快，而人才培
养相对滞后。教育培训市场前景广阔，希望
得到更多学校和学子关注。

哈工大抢滩湖南机器人教育市场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李国斌）今
天上午，湖南省演艺集团在长沙举行媒体见
面会，正式推出“纯粹中国”国际演艺品牌。9
月1日，“纯粹中国”之中国杂技《梦之旅》将
开启北美巡演， 赴加拿大和美国的70多个
城市演出100余场。

据介绍，“纯粹中国”全球巡演计划是湖
南省演艺集团实施演艺产业国际化运作战
略，近期将推出“中国杂技”“中国民乐”“中
国民族民间歌舞”“原生态民风民俗表演”等
板块。杂技剧《梦之旅》北美巡演，是“纯粹中
国” 全球巡演计划今年推出的重点项目。该
剧由省杂技艺术剧院创排，首次突破单纯的

杂技技巧表演，融入人物情感成分，注重国
际审美需求， 将杂技与中国古典水墨画、西
方潮流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相结合。其精彩
的舞台呈现和独特的创意构思得到了国际
市场的关注。通过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引
荐，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家公司将目光锁定在
《梦之旅》。 巡演从9月1日开始，4个月期间
将演出100余场，预计观众20万人次。这是
近年来中国杂技团国际巡演规模最大、场次
最多的一次。

今年12月，“纯粹中国”之杂技剧《幸福
的秘密》还将在法国进行一个月的文化艺术
交流性巡演。

杂技剧《梦之旅》将赴北美巡演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
讯员 张明子 乔雁城）今天，临湘市召开竹
产业发展报告会，并成立竹产业协会。市委
书记李美云与330余名与会人员共同吹响
竹产业发展冲锋号：把竹产业打造成富民强
市主导产业， 力争到2020年实现年产值40
亿元。

临湘市是我省4个南竹丰产示范基地市
（县）之一，该市羊楼司镇还被评为“中国竹器
之乡”。近年来，该市以“发展南竹产业、建设
竹业强市”为目标，加速推动竹产业转型、跨
越发展。总投资3亿多元，建成了占地1500亩

的中国竹艺城，是目前我省规模最大的竹产
业集群；以精深加工带动资源培育，加速形
成竹产业规模集群和完备产业链。市委副书
记、提名市长候选人魏淑萍介绍，该市已拥
有南竹58.5万亩、立竹1.28亿根，竹器加工企
业发展到1200多家、从业人员2.2万人，产品
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日本、澳
大利亚等14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全市竹产
业总产值达16亿元。

这次成立的临湘市竹产业协会由原羊
楼司镇竹业协会改组升级而成，首批吸纳会
员103个，其中会员单位28家。

临湘吹响竹产业发展冲锋号
力争到2020年实现年产值40亿元

湖南日报 8月 16日讯 （金慧 夏朝晖
龙 子灏 ）8月15日，“追逐梦想·励志前行”
2016届富基·春晖班毕业成人礼活动在长沙
举行。据了解，今年高考，在长沙和岳阳5个
“富基·春晖班”290名学生中， 有178人分数
超过一本线，考取了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等名牌学校。其中，浏阳一中“富基·春晖班”
一本上线率达到100%。

长沙市民政局党委书记、 局长陈昌佳介
绍，“富基·春晖班”是在2012年，由长沙慈善
会携手富基实业集团创办的， 旨在为家境困
难但品学兼优的应届初中毕业生读高中提供
援助，高中3年，为他们每人每年发放助学金
5000元，每人每月补贴生活费300元。至今，
已在长沙、岳阳开设“富基·春晖班”18个，资
助学生880人。

“能考上心仪的大学，我最感谢的人是魏
爷爷。”浏阳市一中“富基·春晖班”学生黄发
明说，高二那年听说“魏爷爷”的公司效益不
太好，但他还是不间断资助大家，同学们都很
感动。黄发明说的“魏爷爷”，就是富基实业集
团董事长魏朝阳。

富基实业集团
倾心资助贫困学子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陈薇 实习生
卞寒月 ）今天上午，由省农业科学院举办
的“肖放华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沙
举行。

会上，播放了湖南卫视《湖南好人·肖放
华：深山里的“水稻医生”》视频短片，省农科
院相关领导宣读了院党委向肖放华同志学
习的决定，并号召全院广大干部职工学习肖
放华同志爱岗敬业、恪尽职守，数十年如一
日扎根基层、顽强进取的创新精神。省农科
院植保所所长刘勇、水稻稻瘟病课题组成员
李小娟、肖放华的高中同学吴哲仪以及肖放
华的女儿肖哲锋分别作简短发言，讲述了他
们眼中的肖放华令人感动的生活点滴，这些

朴实真挚的发言感染了会场的聆听者，现场
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肖放华，1953年出生， 益阳桃江人，省
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水稻稻
瘟病专家。他37年如一日，扎根山区，一心扑
在农业科研事业上， 潜心研究水稻稻瘟病，
制定了湖南省《水稻品种稻瘟病鉴定和评价
方法》《水稻品种抗纹枯病鉴定及评价方法》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与白叶枯病综合防控技
术规程》三项地方标准，获得了7项国家、省
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 协助审定“Y两优
900”“湘早籼19号”等抗病品种120个，每年
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数亿元。其事迹在湖南
日报、湖南卫视等多家媒体报道。

“水稻医生”肖放华
事迹报告会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大家发挥想象画…… ”8月16日上午，
省定贫困村、新田县骥村镇乌下村，20多名
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写生。

记者看到，6岁的小华画了会飞的翅膀
和耳朵，他说：“希望爸爸行动自如，妈妈听
得到我说话。”原来，他的父亲二级伤残，母
亲聋哑。7岁的小花画了全家福，她说：“妈妈
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父亲的肾病就好了。”

原来，这是该村贫困学生美术特长培训
班正在上课。志愿者、该县新隆镇中学美术
教师谢春玲向记者介绍：“今年， 团县委、县
司法局发现该村不少贫困生有画画的爱好，
有的梦想成为画家，却因为家境贫寒，没机
会参加美术培训。” 该村11岁的小茜、8岁的

小程姐弟，父亲几年前去世，与母亲相依为
命。小茜说：“我们很喜欢画画，可学校每周
只有一节美术课。我们也买不起画笔。”

“我们了解到全村这样的孩子有23人。
于是，我们联系爱心企业、组织志愿者，计划
在村里开办免费美术特长培训班。大家都非
常支持。”该县团县委干部李彬彬说。

7月中旬， 该村23名贫困生获得了爱心
企业捐赠的画笔、教材等，免费美术特长培
训班开课了。孤儿小军的外公黄机顺激动地
对记者说：“每天上午放学后，小军经常在家
里画一下午。” 贫困生小雨的父亲李军说：
“小雨画画进步很快。”

李彬彬告诉记者：“看到孩子们这么热爱
美术，大家一致决定把特长班坚持办下去。以
后利用周末的时间开课，满足孩子们愿望。”

贫困村办起免费美术班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余蓉 实习生
王凡 ）今晚10时许，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高
职专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国家任务计划（详
见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http://www.hneeb.
cn），在经过第一轮征集志愿录退后，全国各
高职院校还有缺额7614个。

从此次征集志愿来看， 外省的高职院校
缺额不大，我省部分高职专科学校缺额较大。
文史类缺额较多的有潇湘职业学院， 为352
个；理工类缺额较多的有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为287个。

据省教育考试院安排，17日8时至18时，
考生上网填报征集志愿；18日， 第二次征集
志愿录退，完成本批录取，我省2016年的高
考招生工作即将结束。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说， 按考生自己所报
志愿投档的考生， 均不应向所投高校提出退
档申请。 考生确因特殊原因不能就读需退档
的，须及时向学校提交退档申请（须附考生身
份证或准考证复印件）， 并说明退档理由，在
征得学校同意后方可退档。 本人放弃录取的
考生一经退档不再恢复录取。

高职院校第二次
征集志愿计划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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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38 1040 455520

组选三 296 346 102416
组选六 0 173 0

4 4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8月16日 第2016095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6614080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7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075631
9 24879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09
65989

1186916
8758330

58
2457
44940
345838

3000
200
10
5

1205 12 18 3209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周晓鹏 姜龙

“能改变贫困状况，走上致富路，真得
感谢夏洪青父子俩。”8月14日， 溆浦县大
江口镇立新村思维溪柑橘基地里， 夏洪
永、 夏代刚等7名村里的贫困户正忙着给
橘苗施肥，采摘基地套种的西瓜。与记者
谈起村里的致富领头人，大家连连称赞。

今年70岁的夏洪青，曾
在村里担任过党支部书记。
上世纪90年代，夏洪青和儿
子夏先俊相继外出发展。通
过20多年的打拼，辗转广东
等地，父子俩都闯出了一片
天地，有了不小的积蓄。

夏洪青人在他乡，心却
始终牵挂着家乡父老。自己
富裕起来后，想起老家还有
很多群众仍然没有摆脱贫
困，总想着有一天能够回乡
尽自己的一份力。这一想法
得到了儿子的大力支持。

去年5月26日， 夏洪青
父子出资240万元， 在村里
牵头成立了湘桔农民合作
社。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种
养产业，并通过土地流转的
形式，优先将村里20户贫困
群众的土地流转到合作社
里， 建立了一个300多亩的
柑橘基地。合作社给贫困户
支付土地流转租金，盘活荒
山荒地等闲置资产，还请他

们到合作社务工，增加收入。
该村贫困户夏习就是其中一位。土地

进入合作社后， 他又被返聘到合作社工
作，劳作一天就可获得120元收入。今年
来，合作社一有工作，就请夏习等贫困群
众来帮忙，累计算下来，他已有2万多元
工资了。 他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家门
口就能务工赚到钱， 跟着夏洪青父子肯
定能脱贫。”

夏氏父子热心帮助乡邻致富

8月16日， 少数
民族同胞在对唱山
歌。当天，靖州苗族侗
族自治县大堡子镇百
年岩湾歌场举办歌
会， 数千名苗族、侗
族同胞参加。 近年
来，该县利用民族文
化资源，着力推动民
族文化发展，重修了
岩湾民族鼓楼和岩寨
农贸市场， 恢复了传
统的“茶坪”“两头坳”
“岩寨”“老里” 等歌
场， 并定期举办民族
歌会和土特产物资交
流活动。

刘杰华 李连源
摄影报道

山歌唱响
民族风

高考招生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