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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古方元 张灿强

“我选择新疆，愿意像天山雪松、绿洲白
杨、戈壁红柳、沙漠胡杨那样，一辈子坚守新
疆，为国戍边。”4月9日，湘潭大学毕业生邓
欢给记者发来了他赴南疆基层工作近一年的
感受。

邓欢是湘大历史系2013级国际关系专
业硕士研究生，2016年毕业后， 响应国家号
召，奔赴南疆工作。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当年， 看到新疆招录内地高校优秀毕业

生赴南疆基层工作的计划时，他被吸引住了，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拿出祖先邓训（东
汉护羌校尉、平寿侯、敬侯）的事迹反复品读。
邓欢说：“大丈夫就当如此，为国戍边。”

可邓欢早就跟父母说好了， 毕业后要么
回县城当老师，要么考麻阳的公务员。这两条
路似乎没有多大问题了： 教师招聘的面试中
表现较好、 优先录用； 公务员笔试进了“小
围”，等着面试。因此，悬在他父母心中的那块
石头几乎已经落地。

“爸，我决定了，我要到新疆去，像训公祖
那样戍边。”邓欢鼓足了勇气向父亲说出了赴
疆的想法。

原以为会遭到反对，没想到得到了支持。
父亲鼓励邓欢说：“好男儿就应该心怀家国，

就应该追寻训公祖的足迹，为国家戍边。何况
你是一名共产党员！”

经过层层选拔， 邓欢成为了湖南学子赴南
疆乡镇工作的100人中的一员。在启程前夕，父
母专程从怀化赶到长沙， 把家乡的一捧泥土放
在他的口袋里，挥泪送别他们的好儿子。

“乌什县是贫困县 ，我愿意
扎根乌什”

在阿克苏地委党校经过3个月的培训
后，邓欢主动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去最艰苦的
乌什县。

邓欢这样写道：“乌什县是国家级贫困
县，那里自然资源缺乏，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落
后， 许多人望而生畏。 我郑重向组织提出申
请，到乌什县去工作，愿意扎根乌什，把我的
一生都奉献给乌什。”

组织批准了他的申请， 把他分配到了乌
什县依麻木镇。

从打印一个席位牌、复印一份资料、完善
一份扶贫档案的小事开始， 到承担办公室写
作任务和处理上级文件， 邓欢都能保质保量
地完成，得到镇领导的一致认可。仅一个月，
他就被任命为党委秘书。

新的职务，新的挑战，更是一份沉甸甸的
责任。春节临近，大多数的汉族干部都请假回
家了，他却驻守办公室。直到除夕夜，他才买

上一张火车票回家。到家已是初三的深夜了。
邓欢说：“我的除夕和半个春节是在火车上同
乘务员一起度过的，虽然没有与亲人相伴，但
不后悔这样的选择。”

“我来自农村，愿意到村里工作”
今年来， 按照自治区党委干部下沉到一

线的要求， 镇党委决定选派一批机关干部到
村里开展工作。

邓欢第一个报了名，他说：“我来自农村，
不怕农村的苦和累，愿意到村里工作。语言不
通，我可以在群众中学，从点滴开始，学会如
何做群众工作。”

驻村第一晚，就赶上村里组织活动。邓欢
用维吾尔语完整地介绍了自己， 赢得了村民
的掌声。

工作中，邓欢积极与工作队里“双语”好的
队员交流，也走出去与村干部和村民沟通，把听
不懂的记在纸上，回来向老干部请教。驻村仅仅
十几天，他的“双语”得到了很大的进步。村干部
都竖起大拇指说道：“你的维吾尔语，亚克西！”

为了尽快掌握村里的情况， 邓欢白天跟
着工作队入户走访，下午参加研判会，晚上写
材料，工作到深夜成了常态。他毫无怨言:“驻
村工作虽然辛苦， 但能够为村里办好事办实
事，这就是价值所在。”

选择边疆、选择艰苦、选择基层，这是邓
欢无悔的选择。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马迪辉 陈典）时下空气潮湿，山野间长出不
少新鲜蘑菇，引得市民纷纷采食。长沙市疾控中
心近日发出提醒： 野生蘑菇中往往夹杂着有毒
蘑菇，一旦误食可导致食物中毒甚至死亡。

根据长沙市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2016年长沙市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死亡病
例均由误食毒蘑菇所致。专家提醒，由于部分

毒蘑菇与可食用蘑菇外观无显著差异， 迄今
为止， 没有简易快捷的毒蘑菇和可食用蘑菇
鉴别方法。 因此， 市民不要随意采食野生蘑
菇， 勿轻信坊间流传的诸如： 毒蘑菇颜色鲜
艳、不生虫子、易变色或破损后流出乳汁状液
体、遇到银器或大蒜变黑等鉴别方法。

食用蘑菇后一旦出现恶心、呕吐、腹痛、
腹泻等症状， 建议立即用指头或筷子压舌根

催吐，然后口服温开水反复催吐2-3次，直至
吐不出食物残渣为止；同时联系急救中心，在
催吐后将患者送医；保留食用过的毒蘑菇，以
便确定中毒原因，便于针对治疗。

此外，湿暖天气食物易霉变，产生霉菌毒
素。疾控专家提醒：花生、大米、玉米、豆子等
粮食；粮食加工成的糕点、馒头、面包；香菇、
木耳、红枣等干货；水果（尤其是甘蔗）等容易
霉变，市民储存食物要注意通风、防潮，可早
晚关窗、悬挂干燥剂等。已经霉变的食物，不
要再食用。

“我愿一辈子为国戍边”
———湘大毕业生邓欢青春献南疆记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

员 王婧菲）今天，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举行第一次全体干
部会议，部署近期主要工作。目前我省唯一
的国家大学科技城建设，由此拉开大幕。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位于湖南湘江
新区境内，核心区面积约92平方公里，拓展
区开发建设用地约23平方公里。 围绕省委、
省政府打造创新创业高地的目标， 长沙市
委、市政府将按照“风景环抱、双核驱动、多
点支撑、全域配套”的总体空间结构，以自主
创新为策源、以校地合作为特色、以产业培

育为主线、以城市双修（城市修补、生态修
复）为手段，推进城区、景区、园区、校区“四
位一体”建设，促进高等教育、科技创新、新
兴产业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国家大学科技城。

“要坚持问题导向，明确责任主体，为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建设铺好路、 开好
局。”长沙市委常委、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曹立军在会上表示，
湘江新区将把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建
设作为当前工作重中之重， 抓好抓实，争
取早见成效。

城区、景区、园区、校区“四位一体”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拉开建设大幕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胡翠平）4月9日，2017年美国（世界）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CM/ICM）获奖结
果揭晓， 湖南理工学院信息学院学生王思
成、周承乐、周瑶组成的参赛队获得一项国
际二等奖。

2017年美国(世界)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MCM/ICM）于北京时间1月20日6时至
24日6时在全球通过网络同步举行，来自中
国、德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
的16928支大学生队伍参加竞赛。湖南理工
学院首次派出3支代表队参赛。

湖南理工学院参赛队是由图像信息处
理与智能系统校级科研创新团队及实验室
成员在寒假期间组织的。 实验室吴健辉、郭
龙源、涂兵、欧先锋等博士与袁帅、何伟等老
师认真组织学生赛前培训。 参赛队刻苦钻
研、团结协作，终于获奖，实现了在该项赛事
上零的突破。

美国(世界)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是世界范
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建模竞赛， 始于1985
年， 由美国数学及其应用联合会COMP主办。
参赛以3名本科生为一组，在4天内就指定的问
题建立数学模型并求解、验证、撰写论文。

湖南理工学院学生
获世界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王玖华 匡仲联
左启）共有28人次夺得省、市教学比武特等
奖和一等奖，200多篇教学论文获得国家、
省、 市奖励……这是双峰五中近3年取得的
骄人成绩。

两年前，该校创建了首席名师周朝晖主
持的全县首个“名师工作室”，助推全校教学
能力大幅提高。

“这台彩色打印机，那个投影仪和电脑等
设备，加上这间3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都是名
师们的专供产品。” 该校校长杨国庆介绍，整
个工作室由28位高资历、高水平的名师组成，

全是由县教育局从全县筛选而来。对于“名师
工作室”，学校做到四个优先一个保障：就是
工作优先研究、 力量优先调配、 问题优先解
决、经费优先保障，确保工作室正常运转和进
展顺利。学校不仅把老师送去武汉、长沙参加
培训教育，还请来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科
技大学等教授上门“传经”。仅2016年，该校就
独立完成了省级课题《Z+Z超级画板支持下的
农村高中数学高效课堂研究》和《英语教学的
有效提问》，顺利通过了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和
省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的论证评审， 实现了
该校办学以来省级课题立项零的突破。

双峰五中有个“名师工作室”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徐亚平）4
月11日是“东方第一圣人”孔子逝世日。4月
9日，以纪念孔子逝世2495周年为主题的百
家姓歌曲《孔》在QQ音乐、百度音乐等全国
各大音乐网站上线，并因用典20多处的“神
一样的歌词”迅速走红网络，获得很多华人
网友点赞。

据了解，歌曲《孔》演唱者为孔子第78代
嫡孙孔东东， 词作者是湘阴青年作家张一
一。此前，张一一与青年艺术家李玉刚合作

的《李》，得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外交部原
部长李肇星、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联合
国副秘书长吴红波、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等的
点赞和好评。张一一透露，酝酿和创作《孔》，
他用了3年多时间，百易其稿，主歌部分分别
以“东”“北”“西”“南”开头。除孔子外，汉末
大儒孔融、“中国古代四大名剧”之一《桃花
扇》作者孔尚任、与李白等并称“竹溪六逸”
的隐士孔巢父等“孔姓骄傲”，以及著名经学
家孔颖达等，均在歌曲中被提到。

湘阴作家与孔子后人合作
在各大音乐网站推出百家姓歌曲《孔》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通讯员 王淼）4月
初， 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AACR年会上传来一
个令人欣喜的消息， 首次应邀参展的湖南昭泰
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展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CAR-T临床运用数据，在年会上引起关注。

据了解，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成
立于1907年，是世界上创立最早、规模最大

的专注于癌症研究的科学组织。 此次AACR
年会， 汇集了所有癌症主要领域的最先进研
究成果，为与会者提供丰富的癌症研究信息。

“通过临床研究反馈，我们目前拥有的第
三代CAR-T技术，使用剂量仅为美国使用剂
量的1％，而且更精准，更安全，副作用更小。”
湖南昭泰集团董事长汤朝阳介绍 ， 此次

AACR罕见地向公司发出免费参会邀请，并
安排了专门的展位。

汤朝阳口中的“CAR-T”，即“嵌合抗原
受体T细胞技术”， 是以CAR-T细胞治疗为
代表的免疫疗法。 作为一种新兴的精准医学
治疗手段，CAR-T疗法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
展， 被认为是人类最有希望攻克癌症的创新
疗法之一。 据了解， 昭泰集团研发的第三代
CAR-T技术已被新西兰作为重要生物医药
科技创新项目引进。目前，昭泰集团已与新西
兰方面合作成立了合作治疗公司， 标志着自
主知识产权技术已迈步走出国门。

湘企在美国AACR年会
展示抗癌新技术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他是学生心中的“明哥”，她是学生心中
的“舒予姐”。他们是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湖
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的金融学教师黄明和
胡舒予，是深受学生欢迎的“夫妻档”。近日，
记者采访了他们。

周维是两位教师长达5年的学生， 曾就
读于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来自农村的周维
入学时非常茫然，黄明经常与他谈心，鼓励
他好好学习，将来进入金融系统工作。“夫妻
档”时不时为他“开小灶”，就连毕业论文都
是手把手帮他找选题、搜资料。专科毕业后，
周维继续攻读本科并顺利毕业，并考入长沙
市雨花区农村合作银行，成为一名金融从业
人员。“夫妻档”继续“跟踪”鼓励，周维又考
上了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职专学生相对底子差，对未来从事什
么工作有些迷茫。”黄明告诉记者，给新生上
第一节课，都会留下手机号码和QQ号，随时
回复学生的咨询。从教10多年，从学生变成
挚友的例子数不胜数。

夫妻搭档， 课程建设成果也获丰收。
2012年，夫妻启动个人理财课程建设，编写
实用性强的教材，被湖南、成都、厦门、江西
等电大采用。2013年《基于案例驱动的4S教
学模式研究———以〈个人理财〉 课程为例》
被立项为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重点项目。2014年，《课程空间教学资源》
获评国家开放大学精品课程。2016年，《针
对农村大学生的课程改革》获得国家开放大
学“三农”特色课程立项。6年间个人理财课
程选修人数突破10万， 网络精品课程点击
量过100万。

教师“夫妻档” 携手勤育人

路边的野生蘑菇不要采！小心毒蘑菇！

阳华岩摩崖石刻
抢险加固工程开工

4月9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阳
华岩摩崖石刻抢险加固工程现
场，施工人员在搭建脚手架。该工
程于8日开工， 总投资4000万元。
工程第一期为危岩体抢险加固及
石刻文物本体修复， 拟投资1000
万元，工期5个月，危岩体治理面
积3500.62平方米。阳华岩摩崖石
刻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列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岩内存有
唐宋以来的摩崖石刻40余方。

黎实 赵媛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