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
员 陈建林）4月27日，记者随江永县文物考古
专家， 探访了该县源口瑶族乡清溪村一处明
清古民居。这些古民居青砖灰瓦、翘角飞檐，
尤其是那些神态逼真、栩栩如生的精美木雕，
让人叹为观止。

清溪村背倚葱绿苍翠的石龙山， 一条小
溪从村中流过。据了解，该村瑶民自唐朝时从
广西迁入。 目前， 村里共保存有明清古建筑
120多栋，每栋独立成院，建有气派的门楼。用
青、 红两色烧砖砌就的翘角飞檐以及高高的
马头山墙，凸现湘南农村古式建筑风格。走进
院落，雕梁画栋，瓦檐支柱造型多样，美观大
方。让人拍案叫绝的，是房屋里的木雕十分精
美，一个院落堪称一个艺术博物馆。

村民蒋立锋的古屋建于清乾隆四十
年，是一座气势恢弘的二层四合院建筑。走
进大门，是一个用巨型青石铺就的天井，房
子四面墙上全是精美的木雕。 左右两侧以
巨幅圆形主雕为中心， 周围案格里绘有各

式人物、山水、花卉图案；正面主墙分组雕
刻了喜鹊登枝、姜太公钓鱼、铁拐李打酒、
千金小姐吊脚楼赏景、樵夫砍柴问路、书生
赶考、读书耕田等图案，每幅精雕细刻，形

态逼真，惟妙惟肖 。汇集了阴刻、阳刻、浮
雕、镂空雕、透雕、圆雕等多种雕刻技法，有
方形、圆形、扇形、角形等各种布局，技法精
致，十分讲究。

通讯员 向民贵 张建辉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报木坨上坑连坑，两脚难踩半脚平；篱
笆桩桩连田坎，只见茅草不见人。”这是在泸
溪县白羊溪乡土家山寨报木坨村流传的一
首山歌。正如歌里所唱，这里群山环绕，山路
崎岖。而59岁的土家族教师杨润生在村里扎
根11年， 用责任和爱心点燃大山孩子的希
望。

4月24日， 记者来到报木坨村教学点，杨
润生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声音洪亮， 书写有
力，丝毫看不出他是一位曾患过重病的老人。

教学点现有小学一年级学生2人、二年级
学生8人，学前班幼儿14人。杨润生采取复式
班形式，教小学一、二年级；学前班幼儿主要
由其爱人唐四菊负责看管。

“我们都喜欢杨老师， 他上课容易懂。”
“杨老师可好了，不但教我们知识，还给我们
做好吃的。”下课时，见记者与杨老师聊天，大
胆的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插起话来。

童言无忌，从孩子们的话里，记者才知道
杨润生患过一场大病。

杨润生已在农村教学一线坚守39年。
2012年4月， 正在上课的杨润生眼前一黑，倒
在讲台上。 送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
医院，医生诊断，他患胸腺瘤和重症肌无力，
需马上送省级医院手术治疗， 估计需10万元
治疗费。

“听医生一说，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家里哪有这么多钱治病呀！多亏了乡亲们，救
了我家老杨一命！”杨润生的爱人唐四菊说。

得知杨老师没钱去长沙治疗， 乡亲们主动
你借1万元、他借5000元，村里最年长的李阿婆
把自己卖野葱和南瓜花赚来的200多元钱也掏
了出来，加上学区捐款，第二天凑齐了手术费。

“杨老师这病呀，是在我们报木坨累出来
的。他白天教书，晚上还要辅导孩子，学校建
水泥操场也忙上忙下， 他有事我们可不得安
心。”谈起杨润生，86岁的李阿婆动情地说。

手术后病情稍微好转， 杨润生就回学校
坚持上课。

白羊溪学区为照顾杨润生， 将他调到中
心完小，把他爱人安排到学区食堂帮忙。

一星期后，杨润生主动请示学区校长，要
回报木坨教书。“我发动学区班子成员做他的
思想工作，也没把他劝回来，他是铁了心了！”
白羊溪学区校长高奉升说。

“我舍不得这里的学生、这里的乡亲呐！
他们对我有恩，我离不开他们！”说话间，杨润

生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账本，上面写着：欠覃天
林10000元（已还2000元），欠覃民秋8000元
（已还500元）、欠覃天泉15000元（已还3000
元） ……村民们筹集的9万多元钱的明细，密
密麻麻写了5页。

“账本上的钱，我这辈子还不尽，只有把
乡亲们的孩子都教好了，都教成才了，我心里
才舒坦！”说话间，杨润生两眼红了。

高奉升还告诉记者， 杨润生曾在打台冲
村小学坚持了28年。打台冲是一个只有300来
人的小山村，杨润生任教28年，从村里走出的
大中专生就有20多位。当地村民说，是杨老师
苦刨苦挖教出来的。

杨润生的故事，打台冲村的百姓都知道。
学生杨元芳小时候家境贫困， 每年读书都是
杨润生作担保人，学费也是杨润生先垫付的。
一次杨元芳因脚上生恶疮走不了路， 杨润生
早接晚送，背了20多天。有一次由于没带手电
筒，杨润生被五步蛇咬伤了脚，回到家时，大
腿已肿。医生帮杨润生洗了伤口，挤了毒血，
敷上草药，告诫他5天内不要下床，一月内不
能沾生水。可第三天，杨润生就拄着拐杖一瘸
一拐地走上了讲台。

2012年， 杨润生获得我国基础教育界的
民间公益大奖———第六届运达乡村教师奖。
2013年， 他被省教育厅授予“湖南省师德标
兵”称号。2017年，被评为“湖南好人”。

■点评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 老师爱岗敬业 、

爱生如子 。当地乡亲尊师重教 ，在老师遇到
困难时热心相助。这不由让人想起了一句歌
词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
好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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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黄毅华 谭文龙

近日， 记者来到临武县舜峰镇杜家村
采访。该村是一个始建于元泰定二年(公元
1325年)的古村，从现存古老建筑院落雕刻
精美的窗花里，依稀可见当年的繁荣：雄伟
的“孝思坊”、庄重的“杜氏宗祠”、别具一格
的古民居和“云汉轩义学”学堂等，这些遗
存静静地述说着杜氏家族的家风和荣耀。

道德传家
“杜氏家族历代先祖重视族人的行为

规范，族规、家训很严格。”杜家村党支部书
记杜明安把一本宗谱翻给记者看， 只见杜
氏“家训”记载其中：“遵祖、睦族、祭祀、孝
友、谨身、肃内、教子、驭下、乐输、息讼。”共
10条，每条解读都非常精辟。

如睦族：宗族者，一本之枝叶也，枝叶
之庇，本根所系，肢体之爱，脉络相通；孝
友：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不可以名言尽，随
分自尽而已；教子：人不学，不知义，教子诚
急务也；息讼：讼起于争，无争何讼……

宗谱所载除了“家训”外，还有杜氏“庭
训”， 即作为族内每个家庭的行为规范。它
分为8条，归纳为“八常思，八自不敢”，以昭
示家庭美德，弘扬正气，摒弃陋习，维持家
族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杜明安说，这些“家训”“庭训”深入杜
家村人心灵深处。几百年来，杜家人和睦相
处，人才辈出，家族兴旺。

人才辈出
在“杜氏宗祠”总门楼上，“临阳望族”

“忠义古风”等匾额高悬，彰显杜家曾经的
辉煌。

作为杜家村肇基者的杜庆远， 在这片
土地上勤奋耕耘，忠孝为鹄，诗书传家。到
杜氏第五代杜景良、 杜景诚兄弟首开科甲
后， 杜氏家族开启了几百年的荣耀。《杜氏
宗谱》中说：“我族自元朝以来或为都督、或
为司铎、或为通判、或为县尉、或为吏目、或
为户侯……”

“明朝万历年间，杜朝用任前护驾指挥
使，偕大将刘挺征寇有功，加授总督军门，
兼管两广总戎(正二品)。”杜家村今年80岁
的杜照普自豪地说，至清末，杜氏共有63人
受朝廷封官任职，其中文官45人、武官18
人，从从九品到正二品，在当地有“一房一
府三知县”之称，享誉四方。

乾隆后期，杜甘棠、杜峻元兄弟还创办
杜家“云汉轩义学”。《杜氏宗谱》记载，杜氏
男丁无钱无专职老师的，一到开蒙年龄，均
可入“云汉轩义学”就读。

忠义双全
民国时期，杜家村出了两个黄埔名将。

一是黄埔一期的杜从戎，他抗战期间，任第
十六军军官总队副队长等职， 为抗日作出
了贡献，1946年7月获授陆军少将军衔。另
一个是黄埔十六期的杜云卿，精明能干，足
智多谋，人称“小诸葛”。杜云卿曾任第10
军预10师28团中校副团长，在多次战斗中
出奇制胜。后来遭遇日军袭扰战，不幸中弹
牺牲。杜云卿为官清廉，数十年戎马生涯，
两袖清风，家徒四壁。

更有早期革命烈士杜家俊等忠诚义
士，其功名德行已载入《杜氏宗谱》和《临武
县志》。新中国成立后，杜家又出了3位师级
干部、8位县团级干部。

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杜家村人家境
越来越富裕，但读书、睦邻氛围依然浓郁。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把孩子都教好了，
我心里才舒坦”

———记泸溪县报木坨村教学点教师杨润生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刘敏玲 唐玲玲） 因代替他人参加2016年
全国护士资格考试，“考生” 贺某在考场内被
监考人员当场发现。近日，衡阳蒸湘区人民检
察院以涉嫌代替考试罪， 对贺某及与其合谋
的考生贺某玉提起公诉。

“原本想通过考取护士资格证让自己的
事业发展得更好，一时冲动找人替考，没想到
造成今天如此严重的后果， 也断送了自己的
前程。”面对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贺某玉格

外后悔。
犯罪嫌疑人贺某玉在湖南省衡南县某镇

卫生院工作，因要持证上岗，便多次参加全国护
士资格考试， 但一直未通过。2016年其报名参
加全国护士资格考试，又联系上已通过全国护
士资格考试的贺某，要她代替自己考试，并约定
支付报酬2200元。2016年5月29日上午，犯罪嫌
疑人贺某玉将准考证和身份证交给贺某。当日
下午，犯罪嫌疑人贺某代替贺某玉到南华大学
红湘校区第三考室参加考试。16时许， 巡考老

师当场发现贺某替考的事实，便将该案移交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 2016年5月30日， 犯罪嫌疑
人贺某玉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

检察官提醒：因为护士资格证考试属法律
所规定的国家考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
代替自己参加法律所规定的国家考试，构成代
替考试罪。 据悉，此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九）》实施之后，我省首例因为考试作弊
而被提起公诉追究刑责的案件。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余蓉）日
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
“三区” 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
实施工作的通知》，落实2017年“三区”（边
远贫困地区、 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
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
作，今年计划选派教师48499人，其中湖南
2435人。

“三区”教师选派工作是深入推进县
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和
城镇教师支持乡村教育的重要措施。教师
选派工作原则上以本省（区、市）内调配为
主，调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的优质教师
资源支持省份内的受援县。省域外选派教
师，可以通过现有对口支援、扶贫协作等
渠道，协商支援省（市）解决。

湖南选派2435名教师支持“三区”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我国青年艺术家李玉刚《国色天香》10年
经典全球巡演美国首站25日完美收官，这
是他继2009年悉尼歌剧院《盛世霓裳》个
人演唱会后，再次走出国门。巡演中，李玉
刚在纽约歌剧院和有着近100年历史的美
国著名剧院洛杉矶帕萨迪纳大剧院倾情
演唱了由湘阴籍作家张一一创作的两首
百家姓歌曲《李》《孔》，也先后登台亮相。

据了解，百家姓歌曲《李》最近风靡海
外华人社区， 赶超李玉刚另一首今年风靡
大街小巷的“神曲”《刚好遇见你》，高居百

度音乐网友点歌榜榜首。
目前，张一一创作的百家姓歌曲系列已

完成《李》《王》《张》《刘》《黄》《林》《孔》 等多
首。今年下半年起，将启动在北京国子监、港
澳台、东南亚等地的中华百家姓歌曲全球巡
演。百家姓歌曲发起人张一一表示，人一生
中的衣、食、住、行、职业、朋友等都可以选
择，唯一不可选择的是自己的姓氏，姓氏是
伴随人一生最大的一个文化符号。以歌曲的
方式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姓氏文化，凝聚海
内外华人华侨， 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他将倾尽一生，创作至少100首百家姓歌曲。

湘阴籍作家张一一创作
百家姓歌曲登台美国百年剧院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杨丹)湖湘
诗词将迎来一次电视盛典。今天，由湖南
省诗词协会、长沙市文联主办的“端午情·
中国梦”首届电视华语诗词晚会在长沙举
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启动。

中华诗词是中华文化瑰宝，也是人
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晚会旨在抒发爱国
情怀、宣传文化自信、讴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将组织高水准的艺

术表演团队，用吟唱、诵读、歌舞表演等
多种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展示中华诗
词的神奇魅力， 在5月30日为观众献上
一场文学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文艺盛
宴。

据省诗词协会会长彭崇谷介绍，面向
全球华人的诗词创作与朗诵的征稿也同
步开始， 评选结果将在晚会现场公布，获
奖作品也会在晚会上吟诵。

“端午情·中国梦”
首届电视华语诗词晚会启动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刘笑梅 曾小利

五一劳动节前夕，一组医生跪地为患
者做手术的照片，在微信朋友圈热传。

照片中，身着绿色手术衣的医生，双膝
跪地，时而挺直身躯，时而弓着腰，凝神为
患者做手术。 更让人动容的， 是发帖者点
评：“这是医者的姿势。”

4月27日， 记者找到了照片的主人
公———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
耳鼻喉科主任梁建伟。从医35年、已近60
岁的梁建伟告诉湖南日报记者：“这是很自
然的情况，也是经常碰到的事情。”

据梁建伟回忆，4月24日，他为一位喉
部肿瘤有癌前病变的患者进行手术。手术
本身不难，但是患者脖子较短、加上颈椎不
能后仰，手术视野只有约2厘米。这些“特
殊情况”增加了手术的难度。

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都不可能平视
手术部位。梁建伟说，这是一起支撑喉镜显
微镜下喉癌激光切除术，显微镜和喉镜需
要在一个平面上才好操作。

所以， 当发现只有跪着才有最好的手
术视野时，没有丝毫犹豫，梁建伟果断采取
了跪姿。 因为手术台也比较矮， 手术过程
中，他的腰还经常弓着。

“膝盖与地面接触，不会晃动。只有这
样，操作起来才更方便。”梁建伟笑着说，取
气管异物、食道异物时，也会是这个姿势，
膝盖都习惯了。

据了解，因为耳鼻喉科基本是腔隙手术，
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借助硬管撑开， 显微镜下
手术。有些情况下，因为病人自身的解剖原因
很难暴露，为了用力的位置合适，需要半蹲甚
至跪在地上，一跪就是十几甚至二十几分钟，
手还要用力，一场手术下来往往汗流浃背。

手术持续了3个多小时， 患者喉部的
癌前病变被清除干净。 走出手术室的梁建
伟，这才腾出时间按揉跪麻的双腿，活动肩
膀和酸胀的手腕，又准备下一场手术。

没想到， 这一幕被手术室的麻醉师拍
了下来， 发在朋友圈， 引发热议和大量转
发。对此，梁建伟谦虚地说：“当年老师也是
这样教我的，他也是这样的姿势。换做其他
医护，也会这么做。”

为了让手术视野更清楚———
年近6旬医生跪着为患者手术

600年杜家村：厚德传家久

乐享生活
文明出行
4月27日， 长沙地铁1号

线桂花坪站， 乘客在地铁内
签名倡导文明出行。当天，长
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桂庄
社区开展“乐享生活 文明出
行我先行”活动，组织退休党
员志愿者邀请乘客书写文明
出行语， 倡导广大市民文明
出行，快乐出行。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我省首例替考入刑案提起公诉

江永古民居木雕精美绝伦

� � � �江永县源口瑶族乡清溪村明清古民居内， 木雕刻工精美， 形态逼真。 陈健林 摄

� � � � 4月26日， 泸溪县白羊溪乡报木坨村教
学点， 杨润生老师在为学生授课。

向民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