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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童光丽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金秋，收获的季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学刚毕业

的“宏志班”，在今年的高考中收获颇丰。由51
人组成的集体，40人考上重点本科，其中2人
分别考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1人考取二
本，本科上线率100%。

开办15周年， 毕业12个班601个贫困家
庭的孩子，全部考上本科，其中一本上线499
人；15人考入北大、清华。

这是一个奇迹。

党恩沐浴下的“宏志班”

“再华丽的言语， 也无法表达我对国家、
对学校、老师和社会的感激，是你们让我成了
最温暖的存在……” 以644分考取北京大学
的土家族女孩向灵柯， 教师节时从北京给其
班主任李媛兰老师发来了微信。

感恩， 是“宏志生” 最真实的情感；“感
谢”，是“宏志生”最想说的话语。

2013年夏， 成绩优异的向灵柯初中毕
业。可是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来，向灵柯
的父母，都是龙山县原造纸厂的下岗职工。南

下打工多年的父亲，2012年10月被确诊为肺
癌晚期，身体状况非常糟糕。

后来，自治州文明办经过了解核实，将其
招进了自治州民中的“宏志班”。向灵柯顺利
读完了高中，考上了北大。

据自治州州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
任田勇介绍，2002年，中央文明委在自治州民
中开办“宏志班”，每年资助50名家庭贫困、品
学兼优的高中新生。当年每位“宏志生”生活
资助金额为2000元，以后逐年提高。2010年，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接过爱的“接力棒”，将
资助金额提到了每人每学年4500元。

2013年，自治州州委、州政府，接过爱的
“接力棒”，继续在自治州民中开办“宏志班”。

“出自寒门，也成贵子！感谢宏志，让我弘
志！”考上山东大学的宏志生王帆，收到录取
通知书后发给老师这样一句话， 成为贫困学
子改变命运的真实诠释。

“宏志精神”薪火相传

从第一个“宏志班”开始，学校就提炼出
了“宏志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爱学习、特
别有志气。

暂时的贫穷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在贫穷

面前无法站立成一个大写的人。 自治州民中在
提高“宏志生”成绩的同时，十分重视培养他们
健康的人格。

考上北大的土家族学生伍凌， 一件短袖T
恤穿了6个夏天； 苗家姑娘石静咏， 每月仅有
300元生活费， 每学期都要节省几百元给母亲
补贴家用；土家族男孩杨先锋，高中3年自学了
60多本物理书籍，磨破了老师家的皮凳子……

每届宏志班开学的第一课，就是感恩教育课，
教育他们要懂得珍惜与感恩。针对“宏志生”身上
普遍存在压力过大、期望过高、过分自尊等心理问
题，学校设立了“心灵驿站”———心理辅导中心。

不管进入高校还是步入社会，“宏志生”都
表现得非常出色。考入浙江大学的陈佳，本硕博
连读，多次被评为校优秀研究生，去年拿到了2
万元的奖学金。如今，他博士专攻国际关系学中
的核不扩散和核安全专业。“宏志生”王余辉，是
湖南省的优秀硕士毕业生， 今秋进入华中师范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宏志生”向灵凤，今年秋天
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一名老师， 开始
教书育人、回报社会……

在自治州，“宏志班”和“宏志生”已成为一
个标杆、一面旗帜。宏志教育已成为一个基础教
育品牌， 成为备受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赞誉的
德政工程、民心工程和希望工程。

� � �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学15年开办“宏志班”，毕业12个班601个贫困家庭的孩子，
全部考上本科，其中一本上线499人，15人考入北大、清华———

“感谢宏志，让我弘志”

王亮

作为本赛季亚冠联赛表现最好的中超
球队，上海上港队被寄予厚望。首回合主场
0比0战平全北现代， 很多球迷期待他们能
够在客场取胜，却迎来一场0比5的惨败。

上港队与全北现队之间有差距， 尤其
是目前上港队缺兵少将，但有5个球的巨大
差距吗？显然没有。本场比赛，从上半场的0
比0到下半场的大溃败， 只说明一个问题，
上港队落后时没了心气，完全放弃了抵抗。

黑山足球运动员德扬曾长期效力韩国
J联赛， 也在江苏舜天和北京国安队踢过
球。关于中韩足球，他说过一句大实话：“中

国和韩国球员在技术上其实差距不大，关
键还是对比赛的求胜心不同。中国球员在
落后时基本都会放弃，但韩国球员不会。”

谈到中韩足球，绕不过“恐韩症”。“恐”，
是一种“心病”。当然，中国足球的“心病”，不
止是害怕、不自信，还有散漫、松懈、放弃。
2013年国足1比5不敌泰国队，这一次上港队
的溃败，都是血淋淋的例子。

中国足球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黄金时
期，硬件环境越来越好 ，甚至直逼世界一
流强国，但软件建设呢 ？中国球员的足球
意识、意志品质以及足球文化，跟上了吗？

环境要改善 ，“心病 ”更要治 。中国足
球，任重道远。

场外任意球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吴勇兵 邓道理 ）9月12日，6名湘
籍奥运健儿欢聚张家界核心景区武陵源，
被武陵源区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6
名奥运健儿包括里约奥运会女子69公斤
级举重冠军向艳梅、男子56公斤级举重冠
军龙清泉和女子体操团体季军商春松，及
往届奥运冠军熊倪、龚智超、杨霞。

在张家界核心景区贺龙公园，6名奥运健

儿瞻仰了新中国第一任体委主任贺龙元帅的
铜像，参观了天子山、袁家界、宝峰湖等景点，
并在水绕四门即兴表演体操、举重、羽毛球等
体育项目，与游客热情互动。

“在家乡的山水间表演体操，有种回
归的轻松和快乐!”商春松开心不已。两届
奥运跳水冠军、 省体育局副局长熊倪表
示：“奥林匹克运动与自然山水的融合，有
利于推动体育与旅游事业的共同发展。”

6名湘籍奥运健儿结缘张家界
被武陵源区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王亮）在
今天进行的2016亚冠联赛8强赛次回合较
量中，上海上港队客场0比5惨败于韩国全
北现代队，以总比分0比5出局。

双方首回合比赛中，上港队在孔卡和胡
尔克双双缺阵的情况下， 以0比0战平对手。
客场挑战全北队，胡尔克已经复出，上港队
争取一个有进球的平局便能闯进四强。

上半场，两队互有攻防，均未破门。进入
下半场，形势发生180度的转变。第52分钟，全
北队外援莱昂纳多禁区线附近左脚劲射破
门。6分钟后，全北队的李在城横传门前，石柯

不慎自摆乌龙。第74分钟，上港队再遭打击，
立功心切的吕文君试图伸脚垫射却踢在金亨
镒的脑袋上，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

最后10分钟， 上港队兵败如山倒。先
是莱昂纳多梅开二度，随后李同国连续破
门，上港队最终0比5惨败。

赛后， 上港队主帅埃里克森表示：“对
于今天的比赛结果，我很不满意，尤其是
球队下半场的表现。”

9月14日19时30分，另一场亚冠8强赛
次回合比赛，山东鲁能队将主场迎战韩国
首尔FC队。

亚冠8强赛 上港队0比5惨败出局

“心病”作祟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通讯员 李青 叶姿

“爸爸， 我成功了。” 9月12日凌晨4
时， 韶山银田镇银田村的谭自力收到女儿
谭玉娇的微信时， 回复说：“尽管我在新闻
中已知道了， 但你亲自告诉我， 爸爸才踏
实。女儿，爸爸为你骄傲。”11日晚，在里约
残奥会女子举重67公斤级比赛中， 韶山妹
子谭玉娇勇夺冠军。

“终于成功了！”当记者问，听到这样的
喜讯有什么感想时，谭自力言简意赅。谭自
力介绍， 从12岁开始， 女儿就独自在外训
练。“从在外训练开始，她就很少回家。有时

候一年回来一次， 有时候几年都不回来。”
说起这些， 谭自力的声音有些哽咽。“她在
训练中难免有伤病。上届残奥会，她就是带
伤参赛的。”上届残奥会，谭玉娇夺得银牌。

“对女儿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我
只希望她健康、平安就好。”谭自力说。

谭自力介绍，谭玉娇8岁那年，不幸患上
“骨髓炎”，落下了下肢残疾。小学快毕业时，
12岁的谭玉娇参加省残运会被教练看中，进
入湘潭体校训练，2010年进入国家队。她先
后获得2012年伦敦残奥会银牌、2014年世
锦赛金牌等。谭玉娇有自己的梦想，那就是
大学梦，“她准备读北京体育大学。”

“女儿，爸爸为你骄傲”

湖南日报 9月 13日讯 （陈永刚 曾迪 ） 今天下午，
2014-2015年度“长沙文艺新人”评选结果揭晓，简媛、李丹
等20位文艺新人收获“长沙文艺新人”奖，宋旭东、石世红
等10人获得“长沙文艺新人”提名奖。

长沙市于2012年起设立文艺创作奖扶持专项资金，每年

拿出500万元用于奖励和扶持全市的文艺创作。“长沙文艺新
人”评选属市级综合性文艺评选，每两年举办一次。旨在通过
文艺新人的评选，发现、奖励并推介全市新涌现出的优秀青年
文艺人才，促进“多出精品力作、多出优秀人才、多出工作成
果”，推动长沙文艺事业走在全省和全国省会城市前列。

此次评选历时5个月，总计106人申报，经过个人申报、
资格审核公示、专家评审等5项程序，30人分获新人奖和提
名奖。这些文艺新星来自于文学、曲艺、音乐、舞蹈、戏剧、美
术、书法篆刻等多个艺术门类。

2014-2015年度“长沙文艺新人”评选揭晓

星城又亮起30颗文艺新星

湖南日报记者 荆彩

9月9日上午，天空飘着细雨，山路湿滑。
6位省直媒体的挂职记者， 一同来到花垣苗
乡石栏镇磨子小学。

站在磨子小学的前坪向四周望去，苗寨
里一栋栋黑顶的木屋，在碧绿和云雾下若隐
若现。

校舍房屋成直角形状， 进门一端是二、
三年级，直角另一端的学前班和一年级共用
一个教室。拐角连接处是一间办公室，一间
厨房，一间仓库。

校长龙正红介绍，磨子小学含学前班共
4个班，57名同学，3名老师。 其中学前班23
人，一年级10人，二年级8人，三年级16人。村
里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基本都转到了石栏镇
中心小学或者吉卫镇读书。

龙校长告诉记者，“我们这里师资有限，
平时除了语文、数学，其他课都很少上。老师
们也想给孩子们上音乐课，但连一架电子琴
也没有……”

午饭时间， 学生们从各自教室里涌出，
自觉地排成一列打饭。打好饭的小朋友欢乐
地端着盛着黄豆炒肉和炒茄子的饭碗，津津
有味地吃起来。

午饭过后，6名记者兵分三路，当起“临
时老师”来。

不一会，一年级和学前班的教室里响起
了“我是一只小青龙，我有许多小秘密，就不
告诉你……”大众卫生报记者张丽一边唱歌
一边配合着动作， 孩子们学得十分投入。张
丽说：“自己是一个5岁女孩的妈妈， 觉得配
合动作教唱歌更能引起小朋友的兴趣。”

旁边的二年级教室的黑板上，则画起了
世界地图。“你们知道我们国家在哪个位置
么？知道磨子小学在地图上哪里么？”湖南广
播电视台记者梁瑞，当起了地理老师。上罢
地理课，教室里接着响起了《我们是共产主
义接班人》的旋律，湖南卫视记者陈卓和红
网记者王敏两人，也是挥动手臂摆起了少先
队员敬礼的姿势。 同学们齐齐地站了起来，
学着他们。

三年级教室里，来自潇湘晨报的王欢老
师，开始跟同学们玩起了互动游戏。“你叫什
么名字，今年几岁，家在哪里……”鼓励同学
们一个个勇敢地做自我介绍，一开始同学们
不好意思开口，后面渐渐有同学大胆地举起
手来，“我叫麻嘉欣，今年9岁半……”个别同

学开始勇敢地提问题。
老师与学生正对着话，一个小姑娘飞奔着到

老师办公室， 取回一盒彩色粉笔，“老师你教我们
画画吧！”记者画起一只简笔青蛙。接着同学们开
始有的画苹果树、有的画花朵、有的画彩虹，还有
给青蛙上色的，黑板瞬间变得生动起来……

同行的石栏镇副镇长唐升红说：“乡里小
学，外人来得少，熟络了
他们就都超活泼的。有
外人来他们很开心。”

离开前，3年级的麻
买庆对记者说：“老师，
给我们拍个照吧！ 你们
什么时候还来？”眼里满
是期盼。

苗乡小学“支教”记

� � � � 9月9日，花垣县石栏镇磨子小学，记者在和学生互动游戏。 陈卓 摄

挂职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