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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她是学生眼中的严厉老师，《统计学》俗称
半个数学，常有文科生听懂了课，却不会做习
题，她就一个个辅导，4遍5遍不厌其烦。她对
学生说：“认真学习才能不挂科，挂科了再来找
我‘高抬贵手’是不可能的。”

她又是学生眼中的“蔡妈”，哪个学生头疼
脑热住了院， 哪个学生有了生活困难需要帮
助，她像妈妈一样出现在他们身边。

她就是蔡宏宇，湖南商学院统计系的一名
专业老师。近日，记者采访了她。

为师者，教好书就是对学生负责
“蔡妈，你知道吗？我今天考试打败了一批

名校的硕士生、 博士生呢。” 2005年7月的一
天， 统计0102班李仕同学兴高采烈地打电话
给蔡宏宇，告诉她自己考上了北京首都高速公
路综合统计管理职位的唯一一个应聘名额。他
受益的，正是蔡宏宇基于教学工作实战设计的

“看统计数据写分析报告”的《企业统计学》课
程单元。

2001年， 蔡宏宇从统计实际部门调到湖
南商学院担任主讲教师，主讲《统计学》等几门
课程。初为人师的她没有多少课堂经验，但总
在琢磨怎么让学生真正学到有用的知识。“看
统计数据写分析报告”只是她的探索之一。

在教学过程中，她选择“案例导入式” 教
学方法，传授理论知识时引导学生们通过实际
案例讨论得出解决办法；就连作业，都是她自
己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一道道重新出的。“蔡老
师的每堂课，都是一场头脑风暴，根本没有走
神的可能。”一位学生这样说。

严格要求的结果， 是学生们学到了真本
领。她的学生中，有20多名考取了研究生、博
士生和公务员，去企业当统计部门主管的更是
不计其数。

为长辈，爱护学生是本分
他是缺少家庭温暖的学生，生病住了院。蔡

宏宇知道了，就跑到医院送饭照顾，倒起尿盆连
眉头都没皱。他说：“蔡妈比我亲生妈妈都好。”

她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生活费学费紧
巴巴的。每逢寒暑假，蔡宏宇就安排她一些打
下手的小事，自己掏钱付“劳务费”，“蔡妈请你
来做事，怎么能不出钱”。就连给自己女儿买条
牛仔裤，蔡宏宇都要“顺手”给她买一条，“女儿
穿小了，放着也是浪费”。就这样，蔡宏宇多次
悄悄给予她资助。

碰到哪位学生遇到困难需要募捐，蔡宏宇都
是倾囊相助。有一次身上带的钱不多，蔡宏宇就
只留了两块钱坐公交车。她说：“我虽然不是很富
裕，但是总比学生富裕，能帮他们一把，就值。”

蔡妈的爱，让学生们如沐暖阳，衔环相报。
去年国庆节期间，她生病住院，女儿不在身边，
学生们知道后轮流前来照顾她， 让她很受感
动：“这是最珍贵的回报！”十多年来，她先后11
次获得校级优秀课、 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湖
南省普通高校课堂竞赛二等奖等荣誉称号，指
导学生获得全国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
员 何红福 何文才）人头攒动，机器轰鸣，车
辆来往穿梭……4月12日， 记者在周敦颐故
里道县清塘镇楼田村看到，重建的濂溪书院
主体工程已完工，建筑仿古装修正紧锣密鼓
地进行。

为纪念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在更高平
台、更大范围唱响理学文化品牌，推进道县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着力把周敦颐故里楼田
村建设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道县重点建设
濂溪书院暨濂溪祠、百亩爱莲湖、旅游道路

及排洪沟、营江路口接线工程及道清公路美
化绿化亮化工程、村办公楼、古墓围墙、道路
沿线旧房整治、荷花池水渠、重要节点亮化
美化、道山古城墙维修等16个项目。

道县濂溪书院始建于南宋绍兴九年
(1139年)，是一座融学习、教育、祭拜、藏书
功能于一体的建筑群，规模宏大，气势非
凡， 历代贤人志士慕名拜谒者络绎不绝。
该书院曾数度修葺，但最终因多种原因不
复存在。

现在恢复重建的濂溪书院，是湖南省

文物文博设计研究院按照省博物馆所藏
的图纸进行复原设计， 整个项目占地37.2
亩。其中，濂溪书院占地27.8亩，建筑面积
约4500平方米，总投资约5000万元，建设
工期一年。

濂溪书院建成后，将是继承理学文化的
重要基地和加快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平台，
致力打造成一个文蕴深厚、功能齐全、特色
鲜明的重要文化旅游品牌。目前，濂溪书院
的建筑仿古装修有序开展， 百亩荷花池、环
村公路等设施基本成型。

学生眼里的“蔡妈”

濂溪书院主体工程完工

4月7日， 道县
清塘镇楼田村，建
设中的濂溪书院。
该书院于2016年7
月异地重建。

何红福 何上进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闵愿轩）今天，记者从湖南民族职
业学院高考单独招生现场获得消息，全省
共3628名考生报考该院， 角逐1117个录
取名额。受国家放开二胎政策刺激，学前
教育专业竞争激烈，报考人数817人，仅录
取120人，录取比例接近1:7，为近些年之
最。院党委书记李红表示，要抓住国家重
视职业教育的机遇和人口生育政策红利，
稳规模，提质量，把湖南民院办成高职院
校中的“小北大”。

位列全国百强师范院校的湖南民院，
自1952年建校至今，共为社会培养了近4
万名优秀小学教师和幼师。面对我国人口

生育政策调整，该院未雨绸缪，重点建设
以小学和学前教育为核心的教师教育专
业群，组织一线专家，成立汉文化研究、传
播基地，以汉字为主线，贯穿语文、数学、
音乐、美术等12学科，深度研发学前3年、
小学6年汉字+12学科系列教材， 走老北
大的学生培养之路，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
小学教师和幼师，以缓解两年后到来的需
求高峰。

李红表示，社会需求量越大，学生培
养质量越不能含糊。不会追求规模，只追
求质量。为了挑选好的苗子，学院党委明
确提出，坚决做到招生零条子、零招呼、零
关系。

湖南民院单招 把脉时代趋势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李曼斯 张进良）
今天，宁乡县在城北中学举行“七五”普法
启动暨新媒体普法联盟授牌仪式。目前，已
有盘古文化、宁乡帮、宁乡圈、宁乡公安等
27家新媒体平台加入联盟。 新媒体普法联
盟成立后，将重点开展3项活动，包括各成

员平台开设“微普法”专栏，开展普法微信、
微课件、微视频、微电影等“四微”创作大
赛， 针对粉丝开展有奖答题活动等。“新媒
体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互动性强、覆盖
面广，是当前极为重要的普法渠道。”宁乡
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海波说。

宁乡成立新媒体普法联盟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宁奎 黎治国）传承红色精神找准
坐标， 共建美丽家园找到对标。4月13日，
总投资1.9亿元、占地300亩的桑植县“红
军体验园”项目启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
进一步促进张家界西线旅游开发，盘活当
地红色旅游资源。

该项目位于桑植县洪家关南子垭，将以
红军文化及本土地域文化为背景，依托大量
红军史料，按照红军服务中心和红军训练营
地、红军文化营地、红军生活营地“一心三组
团”格局进行建设，为游客提供住宿、体验、
餐饮、休闲、互动娱乐等多样化服务。项目分
3期建设，预计将于今年10月1日开园纳客。

桑植建设红色新景点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 (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蒋晓国 黄潜) 今日, 记者从道县文
物管理局获悉, 为纪念革命烈士何宝珍，
弘扬革命精神，道县何宝珍故居和陈列室
经过两年多精心筹备和修缮，已基本完成
布展工作，将于4月底对外开放。

何宝珍故居、陈列室位于道县梅花镇
贵头村，南临洑水河，东临207国道，北倚
连绵的群山。陈列室展陈内容分为“苦难

的童年”“潇湘女杰”“血雨沃花”“薪火相
传”4个部分。

1902年， 何宝珍出生于贵头村一
户普通人家 ，1918年考入衡阳省立第
三女子师范学校。 因参加反帝爱国运
动，被选为湖南学生联合会代表。1923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与刘少奇
结婚。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年仅32岁。

道县何宝珍故居月底开放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 （曾迪 陈永刚）
今天上午，一场主题为“精准扶贫,争做志
愿小雷锋”的联谊活动在宁乡县朱良桥中
心小学举行。来自长沙市青少年宫、小杜
鹃艺术实验学校的学生们，帮助10名贫困
留守儿童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他们还为朱

良桥中心小学赠送了价值上万元的音乐
器材、学习物品。城乡孩子一起包饺子、打
陀螺、滚铁环，互赠联谊卡，共植“友谊树”。
长沙市青少年宫党总支书记李明表示，后
续将开展一系列有温度、有情怀的公益活
动，帮更多乡村贫困儿童实现其愿望。

长沙市青少年宫宁乡献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