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曾欢欢 李妍蓉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8月3日，湖南日报曾以《“他就是
移动的‘思政课’”》为题，报道过湖南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龙兵跳入
深塘勇救落水儿童的消息。其实，龙兵
老师的思政专业课同样不错， 是湖南
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

近日，记者再次走近龙兵，了解他
和他的思政教育经。

把抽象价值观变成生活细节
“现在是1938年， 日本的军机在我

们的头顶上飞过， 疯狂地轰炸岳麓书
院、岳麓山，你的身边，一声声爆炸声接
连响起，有100多名师生罹难……”

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在麓山
脚下的爱晚亭旁， 一群风华正茂的学
生正围着一位精神奕奕、 声音洪亮的
男先生，听他讲过去的故事。他，就是
龙兵。

在龙兵看来， 理论和政策并不是
高高在上的，而是接地气的。为了把抽
象的价值观变成生动的生活细节，他
常把思政课堂“搬”到岳麓山，讲岳麓
山上长眠的湖湘英烈， 讲爱晚亭旁指
点江山的革命先辈， 讲脚下这片曾饱
受战火侵蚀的热土……

暑期和其他节假日， 他还会带着

学生走农村，入社区。他鼓励学生亲身
体验农村生活， 这样才能设身处地地
想农民之所想。“这可能与大多数人印
象中的思政课堂大不一样。”化学化工
学院13级本科生谢静茹说，“最初是
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来上课， 但没想
到龙老师带我们进入了一个要用心体
味的世界……”

在点滴之中播撒精神养料
毕业两年多的法学院学生郎冲，

如今还保存着面试找工作时龙兵为他
买的一套西装、 一双皮鞋和领带。他
说：“我想成为龙老师一样让人感到温
暖的人。”

2011年，龙兵了解到新疆哈萨克
族学生沙尔合提家庭贫困后， 每个月
从工资中取出500元， 资助这名家庭
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 直至她大学毕
业。2012年9月，来自西藏的学生桑姆
因家庭遭遇重大变故， 她感到非常迷
茫。了解这一情况后，龙兵将5000元
生活费送到桑姆手上， 而当年龙兵每
个月的工资不足4000元。2014年，桑
姆毕业， 在与不丹接壤的边陲小
镇———西藏山南地区洛扎县拉康镇人
民政府工作。 桑姆说：“龙老师经常说
要当学生的贴心人， 我也在努力当老
百姓的贴心人。”

近4年来，龙兵资助了7名来自新

疆、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

教学生辩证、全面地看问题
湖大信科院学生王远， 近日发布

了几张龙兵上课的照片， 并感言：“大
学最享受的形势与政策课。”

王远以前上思政课总坐在后排，
现在他常常坐在第一排。 他说：“龙老
师就像魔法师， 总是能够把一些枯燥
的理论变成亲切中肯的交流， 感觉不
坐前排都对不住龙老师。”

课件PPT与新闻、视频相结合是
龙兵上课的一大特色。 上课前先与学
生浏览人民网、 新华网等主流门户网
站的消息， 挑几条要闻和学生一起解
读是龙兵课堂的“常规动作”。“先看看
主流媒体怎么说， 再看看网友的评论
怎么说，也可以看看国外媒体怎么说，
再想想自己该怎么说。”这几乎成了龙
兵授课时的口头禅， 也深深地影响着
学生们的思维方式，教育学生辩证地、
全面地看问题。

龙兵还自费为学生征订《人民日
报》《求是》等报刊，利用传统纸质媒体
的优势，指导学生阅读主流媒体，把握
主流声音。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把
思政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
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这句
话被龙兵写在教学笔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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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变形记”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通讯员
李奇 王莉 记者 段涵敏）由国家卫生
计生委组织实施的亚洲首个“妇幼健
康工程”日前在柬埔寨金边启动。来自
湖南省儿童医院的专家走进柬埔寨国
家儿童医院， 为100名当地儿科医务
人员授课，并为100名患儿义诊。

据悉 ，此次启动的“妇幼健康
工程”计划用3年的时间，以柬埔寨

国家儿童医院为培训基地，分批次
向柬埔寨派遣儿科专家及医务人
员，持续开展儿科适宜技术的培训
与推广，帮助其建设标准化的新生
儿和儿科重症监护病房。湖南省儿
童医院还与柬埔寨国家儿童医院
签署了《关于人员培训、 技术、发
展、互相访问和研究谅解备忘录》，
将在人员培训 、临床技术 、远程医

疗、学术交流和医学研究等方面开
展全面深入的合作。

12月7日至12日， 湖南省儿童医
院专家以标准化的儿科适宜技术培训
模式， 为柬埔寨医务人员进行了生命
支持、新生儿黄疸、腹泻管理等9项内
容的培训，技能训练涉及新生儿复苏、
复苏囊加压给氧及气管插管等基础和
高级生命支持等。

“湘字号”儿科技术走进柬埔寨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段
云行 通讯员 肖星群 廖慧 肖之泉）
12月17日，广东狮子会旗峰、乐爱、倾
诚、 晴天4支爱心团队来到涟源市三
甲乡三甲中学开展“扶志助飞”爱心活
动，为该乡71名留守儿童、贫困学生捐
资7万多元。

近年来，一些涟源籍的在外游子、
爱心人士，以及该市外事侨务、教育、

团委等部门牵线搭桥，积极联系香港、
广东、长沙等地的爱心团队，来涟源农
村捐资助学，援建改建学校。广东东莞
展能LP40爱心团队筹资160万元新建
了桥头河镇大屋联校； 香港雁心会乐
幼基金会出资77万元援建七星街镇白
鹞联校、龙塘镇柘溪联校、石马山镇川
门小学；广东狮子会在三甲乡、安平镇
等乡镇组织开展“扶志助学” 服务活

动，捐助寒门学子、发放爱心包裹；香
港烛光教育基金会、 深圳市康铭盛公
司也分别在水洞底镇、 渡头塘镇出资
援建扩建了2所学校。

2015年4月， 石马山镇中心学校
校友刘新武， 联系到明行足长沙TA3
青年志愿团为母校举办“共同托起明
天的太阳”大型公益活动，来自长沙、
上海、山东、武汉等地的70多名志愿
者为此项活动募捐31.8万元。

据统计，5年来，8支爱心团队捐资
捐物价值近800万元。

多地爱心团队助力涟源乡村教育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王
晴 通讯员 严非平 李祥）“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当我们学业有成时，我们
将勇敢地扛起这份爱心，将‘微善风’
薪火相传……”12月18日， 华容一中
1516班贫困学子高育红含着热泪 ,在
“广州仲恒房屋鉴定·微善风助学华
容”爱心见面会上激动地说。在华容，

像高育红一样， 同时受到捐助的共有
454名寒门学子。

为了让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帮助他们重塑理想。7月初，华容
县教体局与国内第一个通过微信微
博促成爱心人士点对点助学的慈善
平台———常德市微善风爱心联盟对
接，联袂开展助学活动。在一个多月

的时间里， 该联盟爱心志愿者先后
两次来到华容，对申报的772名贫困
学子家庭进行实地走访， 最终确定
了454名资助对象。 助学活动按照
“一对一”“一对多”或“多对一”的方
式进行。爱心人士依据“微善风”拟
定的每年每生小学 1200元 、 初中
1500元、 高中及职高2000元的标准
资助，一般连续结对资助3年，并在
爱心见面仪式上将首笔助学金发给
学生。据悉，本次助学华容活动共筹
集社会善款善物90余万元。

454名学子获90余万元款物资助
“微善风”吹暖华容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蒋剑平
陈仕球 郭军旗 范丽） 今天， 寒风冷
雨， 隆回县东方红小学的120多名教
职工在温暖的空调房里开始了新一天
的工作。 校长肖艳君说：“这得感谢周
达华先生对母校的关心， 慷慨捐赠了
46台空调。”

51岁的周达华是隆回恒福房地
产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经是东
方红小学77届26班的学生。 当他得
知学校老师办公室等没有安装空调
时，为回报母校的培育之恩，进一步
改善母校办学条件， 他决定捐赠一
批空调。12月9日， 他带领公司员工

将价值12万余元的46台空调送到母
校。

周达华表示， 一个人应当饮水思
源、感恩图报。东方红小学是我的启蒙
之地，当永记心中，并尽绵薄之力回报
母校。目前，46台空调已全部安装到老
师办公室和一些功能室。据了解，周达
华此前还捐资帮助53名寒门学子圆
梦大学。

周达华为母校捐赠46台空调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余
蓉）激昂的民乐交响曲《加勒比海盗》、
声情并茂的合唱《平凡之路》、飒爽酷
帅的武术表演《自由》……12月16日，
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上演了一台
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庆祝第三届校
园文化艺术节闭幕。其中，“明星同学”
易烊千玺的独唱歌曲《保留》，引得现
场尖叫连连，把节目推上高潮。

该校校长彭荣宏介绍，学校艺术
素质培养方式多样，要求每位学生学
会演奏一门乐器，学校还将音乐教唱
写进作息时间表，每天下午都有班级
合唱时间。同时，学校鼓励支持艺术
社团发展，街舞社、绘画社、舞蹈社、
民乐团的活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在
刚刚结束的长沙市艺术比赛中，该校
学生在歌舞乐三个奖项中都获得了

一等奖。
艺术活动是学生展示艺术素质的

重要场所，在2018年启动的高考综合
改革中， 学生的艺术活动作为综合素
质评价的一部分将成为重要的高考录
取参考。据悉，我省大部分学校都有自
己的艺术节，开展了“乐器进课堂，班
班有歌声”等活动。有80%以上学校成
立了课外艺术小组或学生艺术团，个
别学校的文艺团体达到或接近专业艺
术水平。

每位学生都要会一门乐器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左
丹 通讯员 邱斌） 昨天，“远行———孟
新宇作品展”在岳麓书院开展。此次展
览是岳麓书院成立1040周年重要系
列活动之一， 共展出河南青年油画家
孟新宇《岳麓书院》《九月太行》《佳县
香炉寺》 等70余幅油画精品力作。中
央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易英、 湖南省

美术家协会主席朱训德、 河南省美术
馆馆长化建国， 以及湘豫两省多位油
画艺术家和文艺批评家出席了开幕
式。

孟新宇成长于中原大地， 长期深
入太行山中生活创作，其艺术生命，浸
染了中原文化的特质。近年来，他又采
西画之长， 做到了中西融通、 古今结

合， 逐步走出了一条个人艺术面貌独
具特色的新路：其作品个性鲜明，富有
东方文化底蕴，色彩浓烈厚重，激情饱
满， 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绘画张
力。

开幕式结束后还举办了“远
行———孟新宇作品展研讨会”。此次展
览将持续到12月28日。

孟新宇油画作品展在岳麓书院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