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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实习生 王凡 通讯员 许宇斌

“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当老师就是用平凡
的爱做平凡的事。” 这是陈力华备课本扉页
上的一句话。

陈力华今年53岁， 是安仁县灵官镇算
背村小的一名小学高级教师。 他在偏远的
山区学校，坚守了36年。8月25日，记者采访
了他。

“校长，没人去我去”

安仁县灵官镇莽山村只有一个教学点，
设在山顶上。老师们大都不愿意去，去了的老
师只一年就下来了。

陈力华是莽山人。1980年， 他高中毕业
后当上了老师，主动找到校长：“校长，没人去
我去。”

陈力华只身一人来到莽山教学点， 担起
了3个年级30多名学生的教学任务。 学校条

件简陋， 最初连电灯都没有， 只能靠油灯照
明。虽然条件艰苦，但他教的每门功课都在学
区名列前茅。

1995年，莽山教学点撤了，陈力华来到
莽山脚下的畔垅小学任教。2003年， 灵官镇
学校布局大调整，撤并后的算背村小设了一、
二年级和学前班，只安排了两名老师名额。这
里地处偏僻，老师们又不愿意去。

陈力华再一次主动“请缨”，带着同为老
师的妻子来到了算背村小。

不让学生落下一节课

在算背村小的10多年， 陈力华办起了
“夫妻校”。学校就是家。女儿出生后，他们无
法照顾，只好把她寄养在亲戚家里。

今年3月，陈力华岳父病逝，夫妻俩本该
回去奔丧，可他们一走，学校就会“停摆”。陈
力华和妻子商量：“你先回去， 我放了学再回
去。晚上我多跪一会儿，向你父亲赔罪。”送走
妻子，他就给学生上起了课。整个治丧期，他

没让学生落下一节课。
农村的很多家长想着把孩子往城里送。有

些出乎意料的是， 村支书把送往城里读书的两
个孙子又转回了算背村小。 村支书说：“陈老师
的书教得好， 孩子交给他放心， 一点不比城里
差。”

今年，算背村小的学生由原来的10多名增
加到了30多名。

孩子们的“爸爸老师”

在算背村小，孩子们都和陈力华亲近，叫他
“爸爸老师”。除了教学，夫妻俩还要安排好学生
的午餐。不少学前班的孩子“吃不利索”，他们就
一个一个喂饭。

这些年来， 陈力华教的学生考上大中专院
校的有六七十名，还出了好几名硕士研究生。不
少走出去的孩子回到村里，总会来看看陈老师。

镇里曾多次考虑把陈力华调到乡中心小学
任教，但都被他推辞了。他说，他喜欢这里，愿意
在这里当一辈子老师。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左丹）又到
一年一度高校迎新季。今天，湖南大学对外
发布了《致2016级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的一
封信》，并庄严承诺： 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
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今年， 湖南大学专门面向农村学生单
独招生和国家专项招生计划426人，此外还
有部分贫困地区及其他特殊情况学生，家
庭不同程度存在困难。 为帮助家庭经济困
难新生顺利入学， 该校拿出专项资金打造
了“新生绿色通道”，即新生因家庭经济困
难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不能及时缴纳学费和
住宿费的， 只需携带两级贫困证明、《新生
家庭情况调查表》和相关证件，可申请学费
缓交；如有需要，学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
款来缴纳学费和住宿费， 在校期间贷款利

息由国家承担， 毕业后13年内还清本息即
可。对于符合“特别绿色通道”条件的本科
学生（包括孤儿、烈士子女、家庭遭受重大
变故及生活极度苦难家庭等），可不缴纳任
何费用直接报到入学及入住， 确保特困新
生零手续无障碍入学。 学校还为特困新生
准备了爱心礼包，礼包有爱心卧具、生活用
品礼包、励志书籍等，这些学生可直接减免
学费、住宿费、杂费（包含军训服装费、保险
等），并获得1000元生活补助。

入学后，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均可获
得每年几千元不等的助学金。此外，学生还
可通过申请助学贷款、勤工俭学、获得各级
各类奖助学金等来保障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费用。如出现临时特殊情况，还可申请临时
困难补助、大病救助等。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
讯员 高庆）8月24日，张家界黄龙洞景区前
的一场“闪电少年”流行舞初选赛，吸引观
众无数。“洞听黄龙艺术季”8月初启动以
来，引爆“黄龙游”。

“洞听黄龙艺术季”是一场来自大自然
的邀约，集音乐评比、交流、展演于一体，将
全世界具有音乐天赋和艺术梦想者欢聚一
起，在中国最美的地方，用音乐、舞蹈、乐器
与大自然对话。此次“洞听黄龙艺术季”共

有全国青少年钢琴展演、全国乐队展演、全
国青少年流行舞展演、 最强中国队长全国
广场舞、 全国合唱展演五大展演活动。其
中，单项最高奖励10万元。

8月初以来， 黄龙洞景区日均接待在
1.3万人次，文化大剧《烟雨张家界》每天演
出5场，创张家界旅游演艺新纪录。“洞听黄
龙艺术季”展演首日，黄龙洞景区游览人数
相比去年同期增长71.55%， 再次刷新景区
开放以来的历史记录。

36年，用平凡爱做平凡事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
平 通讯员 李中 李丰）8月24日晚， 新宁县

“助学扶贫 崀山同行” 大型公益活动在县会
展中心举行， 新宁农商银行捐赠爱心助学金
36.5万元， 全县16个乡镇的66名贫困学子分
别获得了3年资助。

家住新宁县黄龙镇横铺村的蔡泽平，现
就读于藕塘小学二年级。 他父亲是湖北人，
2013年患尿毒症去世，如今家中外婆中风瘫
痪在床， 一家全靠母亲李小梅打零工维持生
计，债台高筑。这次，蔡泽平被纳入助学帮扶，
他母亲感激不尽：“有了帮扶， 小孩读书有了
保障，真的很感恩！”

据了解，为了办好此次活动，真正让贫困
学子圆读书梦，共青团新宁县委与新宁农商银
行一起深入全县乡村， 共走访了87户贫困家
庭，经过对困难学生逐一进行摸底调查，最终
与66名贫困学生建立了3年助学帮扶。资助标
准为小学每年1000元， 初中每年2000元，高
中每年4000元，大学一次性资助5000元。

8月23日，由湖南经广主办的“大师公开课”之儿童陶艺DIY课堂在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举
行，来自省内各地的30组亲子家庭成员参加，通过聆听“制陶”传人授课、亲子互动DIY制陶等，
传习中华传统陶艺文化。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雷浩 摄影报道

新宁66名
贫困学子受资助

传习陶艺文化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张建辉 记者 余蓉） 近几
日，在泸溪县解放岩学校，几名工人
顶着烈日搬运石方， 抢修损坏的围
墙保坎。 该校负责人杨代付说：“学

校食堂外侧围墙保坎遭暴雨袭击，毁
坏20余米。县教体局已下拨7万元，我
们正在进行加固和恢复， 计划开学前
完工。”

今年6月以来，泸溪县境内普降

暴雨， 导致多个乡镇学校不同程度
受灾。为加快灾后重建，该县教体局
制定了灾后重建方案，筹集资金470
多万元， 积极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工
作。目前，全县已维修改造校舍面积
4000多平方米， 添置各类教学器材
1500多套（件），将确保各校秋季如
期开学。

泸溪加紧灾后重建保开学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陈薇 实习
生 卞寒月）今天，由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
市文广新局、长沙广播电视集团、长沙市教
育局等联合打造的“百姓大舞台 有艺你就
来” 千团万户百万市民才艺大赛启动仪式
在长沙市群艺馆举行。

活动现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节目，各
年龄段参赛选手活力充沛，魅力十足，以甜
美的歌喉、 热情的舞蹈博得了观众们阵阵
喝彩。

据介绍， 此次市民才艺大赛旨在通过

搭建展示群众才艺的新舞台， 激发百姓艺
术激情，让更多的人亲近艺术，学习艺术，
提升全民艺术素养。大赛总导演叶超透露，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大赛还将以
举办专场的形式， 回顾先辈艰苦奋斗的革
命历程，弘扬催人奋进的长征精神。

此次大赛设置海选、决赛、颁奖盛典3
个阶段，分为个人组、家庭组、团队组进行
才艺比拼。每个组别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4
名、三等奖8名，最佳创意奖1名以及最具人
气奖1名。

一封信，一承诺，一生情
湖大承诺绝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

百姓大舞台 有艺你就来

“音乐季”引爆“黄龙游”
平均每天1.3万人次游览黄龙洞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通讯员
马若龙 刘巧元）近日，湖南农业大
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选派3支队
伍分赴长沙市宁乡县、岳阳市湘阴
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

等地开展暑期志愿服务。
三支队伍携手基层政府开展学习

宣讲、养殖指导、学习研讨等活动，共
同探索乡镇脱贫之道。 其中，“两学一
做” 学习型宣讲团在宁乡县夏铎铺镇

高新社区开展的学习型宣讲活动，吸
引了社区80多名新老党员前来学习；
“助梦”志愿服务队携手湘阴县静河镇
人民政府， 为当地养殖产业送去专业
知识及养殖技术指导；“暖阳” 精准扶
贫点对点服务队在花垣县新科村开展
了扶贫工作，为当地青蛙、石蛙养殖基
地、 土鸡养殖基地和黄桃基地提供了
专业技术指导。

助力“精准扶贫”
湖南农大师生开展暑期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