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家训格言】
凡事皆认真，向高标准看齐。
【家教故事】
一对夫妻，两个博士，他们的工作、生活

怎么样？这让人有些好奇。
4月9日，带着这种好奇，记者来到株洲市

天元区一个小区，敲开了他们家的门。体型高
大的男主人杨军热情迎了上来， 而身材瘦削
的女主人王进在忙着摆水果。

乍一看， 两人并无特别之处， 平常的装
束、质朴的笑容，让人觉得这就是一对普通夫
妻。实际情况是，他们夫妇都是有博士学位的
高知，且工作成绩斐然。

杨军是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主持、参与过国家及省部级重大科研课
题20余项，申报专利11项，先后荣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奖青年奖等。

王进是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首席技
术专家、教授级高工，主持制定了中国轨道交
通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主持、参加过20多项
国家级、省级和中车集团的科研项目，是全国

三八红旗手。
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杨军归结为“认

真”两字。
杨军说，正是这种“认真”，让他和王进相

知相识结为夫妻。两人是山东老乡，大学同班
同学，大学时恋爱，后来互相鼓励一起考研读
博，成为大学校园里的一段佳话。

博士毕业后， 杨军受聘进入位于株洲的
时代新材， 而本来有更好就业前景的王进也
追随杨军来到了株洲。

这对夫妇，不只是顶着“博士”的光环，更
干出了骄人业绩。许多人羡慕之余，也不禁要
问：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如果说有什么原因，那就是我们家几代
人始终秉持一个理念， 那就是做事要认真。
‘凡事皆认真，向高标准看齐’。这是我父亲常
跟我说的一句话，也是我家的家训。”杨军说，
他父亲是一个老军医，本来只是中专毕业，参
军后靠刻苦认真，硬是通过自学、进修，一步
步成为主治医生、主任医生。杨军至今记得，
当年因为资料不足， 他父亲借来同事的一本
关于心电图的书，一字一句抄下来。那股认真
劲，让人不得不服。

父亲的认真深深影响着杨军及其弟弟。
兄弟俩经过认真苦读，如今都事业有成。杨军
的弟弟在国内读大学是一路保送， 如今是美
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数学教授。

杨军、王进夫妻俩的认真，同样影响着他
们的儿子杨望。今年14岁的杨望，现在长沙长
郡双语实验中学读初中。

说话间，杨望走过来加入交谈。这个14岁
的少年并不怯场， 说话大大方方。 他告诉记
者，父母教育他时，总是说，考试考多少分不
重要， 重要的是要认真， 把应该答对的题答
对，不要留下遗憾就行。因此，他在最近的一
次考试中，数学拿了满分。

【记者感言】
杨军接受采访时， 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

刻的话。 他说:“我们并没有人们所说的天赋，
能够取得一些成绩，全靠认真。”

一句普普通通的话，道出了一个大道理：
成功就是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

用认真来对待学习和工作， 让认真成为
一种常态、一种习惯，成功的机会肯定会多一
些。 把认真作为家风来传承， 一定会家庭兴
旺、人才辈出。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宋国胜）龙山县一医院职工张某怎么
也没想到， 就因举办了一个乔迁新居宴受
到了警告处分， 亲属外人员送的1900元
“份子”钱被收缴，帮忙的公职人员亲属还
被诫勉谈话。 该县纪委有关负责人今天介
绍， 这是龙山县重拳出击整治违规人情宴
请的一个缩影。

为树立文明新风尚， 狠刹利用人情宴
请敛财歪风，龙山县近年来持续发力，三措
并举治理人情宴请。

一方面， 该县出台规范人情宴请事宜
十条规定及其补充规定， 规范国家公职人
员办宴行为，明确了办宴范围（婚丧嫁娶）、
宴请对象、限定人数、审批程序、责任划分、
违规追究等内容，并在村（社区）制定人情
宴请村规民约，动员所有农户签订承诺书。

另一方面，严格人情宴请治理考核，县

纪委将人情宴请治理作为纠“四风”治陋习
重要内容， 纳入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纪检
监察目标管理，每半年考核通报一次，督促
基层落实好“两个责任”，并将考核结果与
评优评先和绩效管理挂钩。

此外，各党委（组）纪委（纪检组）按照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不断加大禁
宴文件规定宣传力度，经常组织巡查，及时
制止查处违规宴请， 各村支两委分片负责、
严防死守，采取规劝与运用村规民约相接合
的办法，狠刹违规宴请。县纪委监察局加强
统筹协调，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
绝不姑息，始终保持正风反腐的高压态势。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至今， 龙山县
通过规劝成功取消违规人情宴请120次，
立案查处5件，处分党员干部5人，诫勉谈话
1人，通报曝光了两批4件典型案例，风气不
断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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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徐珊） 脑内植入脑起搏器可改善帕金森病
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但调节参数需要患者定
期往返医院，劳心费力。4月10日上午，湖南省
脑科医院演示了一例无线远程调控脑起搏器
程控技术，意味着今后帕金森病患者在家就能
接受医生的远程调控。据悉，这是湖南首次利
用远程调控平台为患者进行脑起搏器调节。

46岁的王先生是邵阳人，10年前他开始
出现手脚发抖症状， 被诊断患上帕金森病。

“刚开始吃药还是有效， 但随着时间推移，剂
量越加越大，效果却越来越差。”王先生介绍，
安装脑起搏器后，症状控制较好，目前在外打
工。不过用脑起搏器并不是一劳永逸，要根据
病情进展定期调试参数。于是，王先生每隔两
三个月就得跑到长沙调试。

在演示现场， 王先生通过手机大小的一
个小盒子，即患者控制器，将体内脑起搏器的
电压、频率、脉宽等参数数据，传输到他在手
机里安装的远程程控APP。之后，医生在电脑
上的远程诊疗界面就收到了王先生的数据，
并通过王先生手机上的摄像头与其进行视频

沟通，观察身体反应情况，调整脑起搏器。仅
耗时15分钟，便调试完成。

“脑起搏器是通过在患者头部植入两根
细微电极，连通埋在胸壁皮下的脉冲发生器，
通过发射微电脉冲改善神经核团的功能，从
而改善肢体运动功能和消除震颤。”该院神经
外科主任黄红星介绍， 远程调控脑起搏器技
术，可实现对患者长期随访和跟踪治疗，也减

轻患者的就医负担。
每年的4月11日是世界帕金森病日。 据统

计，我国65岁以上人群中，帕金森病患病率约
为1.7%，男性略高于女性。近年来，帕金森病发
病呈现年轻化趋势，发病高峰人群由55岁以上
提前到了50岁以上。医生提醒，如果发现身边
有人手脚震颤，或动作僵硬，或行动迟缓，建议
尽早到专科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姚学文）今
天， 记者从长沙市教育局获悉，“长沙市普
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 网上报名截止日
期，由4月15日延期至4月20日。

据悉，“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
统”网上报名截止时间，原定的是4月15日。
为什么要延期？据长沙市教育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长沙市首度
采用“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
系统”。为了让家长充分了解政策、
熟练使用报名系统，顺利完成网上
报名，长沙市教育局不仅广泛宣传
报名系统的操作指南，还通过“长
沙教育” 微信公众号开展网上答
疑，回答家长的提问。但是，在报名
系统的使用过程中，仍然有部分家

长还存在着疑问和操作困难。4月16日，还
将举行小升初政策咨询会。届时，该市教育
局基础教育处有关负责人， 将到现场接受
家长的咨询。为此，市教育局决定将今年的
网上报名截止时间延期至4月20日。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陈薇）
孩子们为什么爱读童话？ 因为童话故
事能激发想象力、满足好奇心。写童话
的作家们又是如何想象出精彩奇妙的
童话故事呢 ？4月8日， 两位童话作
家———来自中国的汤素兰和来自以色
列的亚纳兹·利维在湖南少年儿童出
版社进行了一场主题为“在想象的背
后”的对话。

汤素兰，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会长。 因创作深受
读者欢迎的《笨狼的故事》而被孩子们亲
切地称为“笨狼妈妈”；亚纳兹·利维，以
色列著名童话作家， 曾荣获以色列国家
级儿童图书奖———图书馆奖和以色列出
版商协会金奖，其代表作《利奥叔叔历险
记》 被以色列教育部指定为学校教育课
程用书并荣获以色列国家博物馆儿童图
书插图奖。

两位作家围绕“怎么理解愿望的

满足性”“童话语言的风趣幽默”“各自
国家的阅读现状”等话题各抒己见。亚
纳兹·利维认为，创作童话故事需要想
象，然而想象不是没有节制、任意地虚
构故事， 它必须源自于作家对现实生
活的观察、思考和提炼。汤素兰的《笨
狼的故事》语言幽默而风趣，她认为，
用诗化的语言恰到好处地传达出幽默
和温暖，让作品具有可读性，是与作家
对文学追求的高度同时呈现的。 两位
作家虽然创作风格迥异， 但坚持做一
名理解孩子、理解童年的作家，坚持在
作品中体现对童年精神的理解、 尊重
和关怀，这是他们的共识。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王婧妮）4月8日， 在长沙航院2017年单独
招生考试现场，两对双胞胎吸引了不少学生、
家长的目光。他们分别是来自益阳的刘晓倩、
刘晓慧姐妹和来自湘潭的胡钊瑞、 胡钊玮兄
弟。姐妹俩钟情于空乘专业，兄弟俩报了模具
设计与制造专业。据悉。长沙航院本次单招设
有飞行器维修技术、数控技术、空中乘务等13
个专业，其中机场运行（地面服务俗称地勤）、

空中乘务等专业报考依然火爆，机场运行、空
中乘务两个专业报录比达10∶1、9∶1， 飞行
器维修专业报录比达8∶1。

刘晓倩、刘晓慧姐妹颜值高、声音美。两
人都钟情于空乘，姐妹俩坦言来到考试现场，
看到这么多人报名竞争， 感觉压力很大。“但
我们会尽力去做的。”妹妹笑着说道。 来自湘
潭的胡钊瑞、胡钊玮兄弟俩身高相同、体重相
同，性格沉稳的他们连喜好都一样。两兄弟都

对模具、模型感兴趣，兄弟俩此次都报了模具
设计与制造专业。

据悉，2017年湖南省共有68所专科学校
进行单招。其中，长沙航院2017年单独招生考
试工作4月7日至8日举行，7日为考生现场确
认信息，共有1776名考生报考，约是单招人数
的3倍。考试现场，普通应届高中毕业生实行
高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技能(综合)测试
模式，职高对口毕业生及
往届生实行文化考试+技
能(综合 )测试，体育特长
生须参加体育专项测试。

龙山重拳整治“人情宴”
一年来规劝取消违规人情宴请120次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李先志

4月7日至8日，湘江源头蓝山县来了一
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省内外30多
名父辈曾在蓝山担任县委、 县政府主要负
责人的子女。他们循着父辈的足迹，抚今追
昔，重温父辈曾在蓝山奋斗的历史。

“现代化通讯技术的发展，拉近了我们
彼此的距离， 使我们远隔千山万水又都能
相聚在一起。去年6月，我们建了名为‘蓝山
县委大院50后’的微信群，现在群里有51
名成员，以前都是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发小，
现在大家大多已经60岁了。” 活动发起人
之一、 曾任蓝山县副县长的高福祯女儿高
亚玲说。“3月8日那天，群里热闹非凡，大家
一致同意举办重回蓝山县委大院、 追寻父
辈足迹的小聚会。”

当大家沿着父辈的足迹， 重回阔别40
多年的故地，重温父辈在蓝山的奋斗史，以

及目睹蓝山这些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大
家感慨万千。“天蓝、水绿、山青，街宽、路
直、 高速通……虽然这些年蓝山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 但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蓝山县
委大院还在， 让我们倍感亲切和感动！”上
世纪60年代初曾任蓝山县委书记杜殿魁之
女杜湘珍触景生情地说，“这说明蓝山县
委、县政府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没丢，始终
是心系群众，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上。”

“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蓝山能有今
天的发展都是你们的父辈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你们的父辈为蓝山的发展做出了
卓越贡献。 你们都是我们蓝山的宝贵资
源，都是从我们蓝山走出去的宝贵人才，
我衷心希望，今后大家多关注蓝山，多为
蓝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在座谈会
上，蓝山县委书记秦志军的一席话，不仅
引起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而且让大家倍
感温暖。

重回县委大院 追寻父辈足迹

齐 有道 百
姓
篇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邹渊 曾妍

【调解结果】
近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储蓄存款合同纠纷，经过努力，双方达成
调解，被告某银行赔偿储户刘某9000元。

【案情回放】
原告刘某持有某银行发行的借记卡。

2016年8月22日晚， 刘某身处望城区桥驿
镇，借记卡随身携带，短短4分钟内，该卡账
户在岳阳临湘市发生6笔取款交易。刘某随
即前往ATM机进行查询，卡内共计被取走
15300元，余额仅剩80余元。刘某当即报警
并拨打银行客服电话咨询。

刘某多次找银行协商赔偿事宜未果，
诉至望城区人民法院请求赔偿。

【法官说法】
审理此案的法官邹渊认为： 从银行方

面讲，银行有义务保护储户的资金安全，要
保证所发行的银行卡等凭证具有唯一性。
如果银行卡被他人复制， 导致储户资金被
伪造卡盗刷，则银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从储户方面来说， 必须妥善保管好自
己所设密码。 如果输入正确密码是其银行
卡交易的唯一手段， 那么储户未妥善保管
交易密码，发生密码泄露导致卡被盗刷，储
户自身也有一定过错，要承担一定责任。法
院综合以上情况作出上述判决。

【温馨提示】
储户持银行卡交易时， 要注意观察周

围环境，不让卡离开自己视线。输入密码时
要采取遮挡措施，勿将密码告诉他人。一旦
发现卡被盗刷，应立即打银行电话挂失，并
拨打110报警， 第一时间前往就近银行或
者ATM机进行一次存取款或者转账交易 ，
并保留好交易凭条， 以此证明卡被盗刷时
银行卡在自己身边。

以案说法

卡不离身异地被盗刷，责任谁担

长沙首度采用“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
网上报名截止日期延期至4月20日

博士夫妇“认真”传家

脑起搏器可实现远程调控

帕金森病患者就医“足不出户”

4月10日， 湖南省脑
科医院，医生在电脑上远
程治疗帕金森病患者。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想象的背后有什么
中国以色列两位童话作家对话

两对双胞胎分别报考同一专业
长沙航院空乘地勤专业报名火爆

湘粤志愿者
联合助学
4月9日，嘉禾县坦坪镇坳

头村， 爱心志愿者为贫困家庭
的学生发放衣物及学习用品。
当天， 该县志愿者联合会与广
东省东莞市爱心志愿者协会向
日葵服务队的50余名志愿者，
分赴全县10个乡镇的80多个
贫困家庭中， 给101名贫困学
生发放资助金和图书、文具、衣
裤等物品。

黄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