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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郭海红 艾志飞

每天给孩子们擦鼻涕、 穿衣
服、做饭，接送他们上下学，教他
们识字、算数、唱歌……在永州市
冷水滩区蔡市镇老埠头村教学
点，12年来， 伍建设与妻子邓桂
云每天在这里重复着这些简单的
工作， 用爱心赢得了村民们的信
任和尊重。

12月15日，寒气袭人。走进老
埠头教学点，里面绿树成荫，教室、
食堂干净整洁。 旁边一块菜地里，
伍建设夫妻俩在劳动。

伍建设告诉记者， 他跟妻子
1984年从零陵师范毕业后，一直在
歧山头学校教书。歧山头学校离县

城20多公里，交通不便，大家不愿
意来这里工作， 来了也会想法调
走。2004年， 歧山头学校合并到蔡
市镇学校，在歧山头学校设立老埠
头教学点， 只留下20多名学生。在
教师们都不愿留下的情况下，夫妻
俩舍弃不下这里的孩子，自告奋勇
留了下来。

夫妻俩将教学点当成家，吃住
在这里。每天6时，到校门口接家长
陆续送来的孩子， 然后给小学一、
二年级两个班20多名学生上课。邓
桂云自己动手做午饭，照顾孩子们
吃饭。午饭是免费的，吃的主要是
夫妻俩自种的蔬菜。 午休时间，伍
建设守在办公室给学生补习。下
午，教孩子做操、唱歌、玩游戏。从
下午5时起， 到校门口将学生一个

一个交给家长接走。多年来，夫妻
俩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

说起伍老师、邓老师，学生刘
明祥的爷爷感动得掉泪。 刘明祥
因脑瘫说话不清、行动不便，大小
便也不能自理。 爷爷把他送到教
学点， 从7岁到13岁，6年时间，伍
建设夫妻俩给他喂水、 喂饭、喂
药，反反复复教他认字。小学三年
级后，还单独为他一个人开课。今
年已到蔡市镇学校读书的刘明
祥，在最近的期中考试中，语文、
数学成绩都及格了。

老埠头村70多岁的周景文老
人对伍建设夫妻俩教学时的耐心
赞赏有加。 老人读二年级的孙女
周敏今年暑假摔断了腿， 下学期
耽误了两个月课程。回校后，伍建

设夫妻俩每天轮流利用午休时间
为她补课，陪她进行康复训练。不
到一个月， 周敏的学习成绩就赶
上来了。

前几年，伍建设夫妻俩的女儿
进城读高中、上大学，回家不方便，
夫妻俩一度动过请求调离的念头，
但当地村民真诚挽留，他们便继续
守在教学点。

蔡市镇学校校长周卫东介绍，
伍老师、邓老师用爱心、耐心为全
镇老师树起了榜样。 连续10多年，
他们教的学生在全镇教学质量检
测中名列前茅。30多年来， 他们教
过的学生中，有100多人考上大学，
走出了偏远山乡。去年，伍建设被
省委组织部、 省人社厅等4部门评
为“扎根基层优秀人才”。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曹
辉 通讯员 张灿强 ） 今年是我国航
天事业创建 60周年。12月 20日，习
近平总书记会见天宫二号和神舟十
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及参研参
试人员代表。今天上午，湘潭大学召
开科普读物《筑梦天宫》 出版座谈
会；同时，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筑梦天宫》首发。

《筑梦天宫》由著名航天科普作家
张传军教授、南昌理工学院院长邱小林
教授编著，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航天
知识，传播科学精神。该书共计28万字，
分为上苍赐予的“风水宝地”、“太空公
民”的别样生活、神舟天河会“情人”“太
空之吻”经典瞬间、太空上演的“鹊桥相

会”等12个章节，揭开了太空世界的神
秘面纱，介绍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发
展历程，特别是神舟号宇宙飞船与天宫
号空间实验室的飞行任务、 关键技术、
对接过程等内容，并描绘了航天探索的
未来前景。

湖南省重大决策理论专家咨询
委员会委员、 湘潭大学副校长刘建
平教授说，该书内容丰富全面，语言
通俗易懂 ，融科学性 、知识性 、趣味
性、体验性于一体，在引领读者获取
知识的同时， 更提供了广阔的审美
享受和想象空间，对激发全民，尤其
是青少年爱科学、爱祖国的热情，增
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具有
重要意义。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段涵
敏）日前，由钟南山、曾益新、陈君石三
大院士领衔“南湘雅·北协和”33位资深
专家，耗时3年打造的“健康中国·家庭
必备健康生活丛书”， 由湖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出版。

该丛书包括《防治百病妙招》《家
庭急救锦囊》《怎样吃更放心》3本，分
别由3位院士担任总编纂， 北京协和

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
院、湘雅三医院等多位临床经验丰富
的专家参与编写和审定。其中，《防治
百病妙招》 配备了100多种疾病的中
医参考药方；《家庭急救锦囊》提供了
常见突发症状的急救方法；《怎样吃
更放心》涉及100多个食品安全问题，
告诉公众怎样吃更放心、 更营养、更
健康。

打破欧美国家
3D打印技术封锁

“激光烧结用碳纤维
复合材料的研发与应用”
重大专项通过验收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李传新）湖南省科技厅今天组织专
家对“激光烧结用碳纤维复合材料
的研发与应用”重大专项进行现场
综合验收，与会专家对该重大专项
的研究成果表示高度赞赏并一致
通过。该重大专项打破了欧美国家
对3D打印领域的技术封锁， 推动
了我国增材制造产业发展。

湖南华曙高科有限责任公司
承担的“激光烧结用碳纤维复合材
料的研发与应用” 重大专项，自
2013年开始，经过3年多的研究，创
新成果丰硕，开发了PA6、高弹性
FS4300等复合材料， 研制出四个
系列8款工业级3D打印装备；并形
成了一套细碳纤维材料表面氧化、
接枝处理及热塑性树脂材料/碳纤
维复合材料激光烧结工艺，部分成
型件已通过德国戴姆勒、BMW等
汽车行业相关测试验证，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16项。

据了解，随着专项研制的产品
在国内市场应用推广，已经孵化出
如重庆华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华
翔增量制造有限公司等一批专门
从事3D打印的服务商。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陈
薇）2016年首届湖南文化创意设计大
赛自9月6日启动以来， 受到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 共收到设计作
品4023件，涵盖26个省市区、中国香
港及台湾地区、美英法意等国家。大赛
组委会今天宣布：赛制有所调整。

本次大赛突出转化， 要求所有

入围作品均需转化成实物（模型）。
应广大参赛者要求， 经征求大赛专
家团建议并报请大赛组委会同意，
决定将本届大赛的作品转化及实物
作品提交时间延长至2017年3月15
日23时59分， 将终审时间调整为
2017年4月13日， 将高峰论坛与颁
奖典礼时间调整为2017年4月15

日。请参赛者合理安排时间，根据要
求按时寄送实物作品到大赛组委会
指定地址，未提供实物或模型者，将
取消入围资格。 实物作品请邮寄至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一段
52号凯乐国际三楼“首届湖南文化
创意设计大赛组委会”收，产品寄送
运输费由大赛组委会承担。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大学生活嘛！就应该有组织无纪
律，有生活无规律。这多时尚呀。”“就你
这样无规律无纪律高消费的生活就是
时尚？我看你是得了空心病，外表再光
鲜亮丽，没有修养内涵，永远都不会有
魅力。”……

“穷就可以嫌弃自己的父母吗？”
“未来更美好的生活是我们携手去创造
的！”……

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发生在课
堂上，也不是老师在讲台上枯燥的说教，
而是学生自己通过小品、相声、舞蹈表演
出来的。12月20日晚， 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上演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曲艺式教学成果汇报演出， 让现场上千
名学生接受了一场触动心灵的教育。

据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小
李介绍，曲艺式教学法是运用吹拉弹唱
说跳画等艺术表演形式，将思想政治课
的抽象性与艺术性、娱乐性有机结合的
教育方法。4年来， 该校以寝室为单位，

要求学生将每次要学习的专题内容设
计成歌舞、相声、小品、情景剧、哑剧、朗
诵等艺术形式，在课堂上进行5至10分
钟的主题表演，将思政课堂内容与艺术
的娱乐性有机结合， 与大学生生活实
际、现代文化元素创造性融合，受到了
大学生的欢迎。

“在我印象中思政课都是老师站
在讲台上滔滔不绝， 我们学生在座位
上昏昏欲睡。 但是学校让我们自己根
据课程内容来编排节目， 我们对课程
内容的理解就更深刻了。”马克思主义
学院大三学生小陈说。 在节目编排过
程中，教师参与指导，将学生身边发生
的事情艺术化、理论化，提升了学生的
理论认识。

目前，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已初步
形成了生活化案例库和曲艺化案例
库，每两年以文艺汇报演出的形式，开
展一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曲艺式教育的
优秀成果展示。 该项目已被我省作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优秀案例向
全国推荐。

再现“鹊桥相会” 揭秘“太空之吻”
科普读物《筑梦天宫》由湘大出版发行

“健康中国·家庭必备健康生活丛书”出版

“活色生香”的思政课堂

12年，夫妻爱洒乡村教学点

首届湖南文创设计大赛调整赛制
作品实物提交时间延长

智障学生
学养鸡

12月 21日，
隆回县特殊教育
学校的智障学生
给鸡喂食。 该校
专门建设了养殖
实训基地， 培养
学 生 的 养 殖 技
能， 帮助他们就
业、创业。

刘剑 肖沛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