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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2日讯（通讯员 夏
润龙 任彬彬 记者 胡宇芬） 今天下
午，湖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省产业技
术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童旭东， 美国
（硅谷）中国高等院校校友会联合会会
长马湘江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这将为
湖南打开一扇对美科技合作的新窗
口。

根据备忘录， 双方将从服务湖南
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促进美国高校、
科研院所、 企业等科技创新资源落户

湖南，开展科技人才合作与交流，在硅
谷建立湖南科技服务工作站， 开办远
程教育， 组织科技团组访问等方面开
展合作。

据悉，马湘江及美国（硅谷）中国
高等院校校友会联合会， 长期致力于
积极推动中美之间科技、教育、商务等
领域的广泛交流和合作。 特别是马湘
江当选会长以后， 加强了与家乡湖南
的对接合作， 加大了对湖南科技创新
的支持。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毛敏轩 姚
学文）6月10日是我国首个“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当天，长沙首届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暨第三届中
国·雨花非遗文化艺术节启动仪式，在
雨花区非遗馆举行。 通俗易懂的长沙
童谣、悠扬婉转的花鼓戏、趣味十足的
长沙快板等独具湖湘风韵的非遗节
目，让人流连忘返。

据了解， 第三届中国·雨花非遗文
化艺术节从6月10日延续至30日，共安
排了“非童一班、亲子体验”“非遗大戏
台”“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8场活动。

活动现场， 扎染技艺展位人满为
患。 雨花区非遗馆将招募1000人，共
同完成一幅长96米、以“中国梦·非遗
情” 为主题的扎染作品。“市民可以在
染布上勾勒出自己喜爱的形状， 留下
美好祝福。”雨花区非遗馆扎染艺术设
计工作室的尹老师介绍。

此外， 主办单位还将在长沙各校
招募非遗学习志愿者。 从6月10日至
20日， 将在雨花区非遗馆中厅举办3
次“非遗大戏台”展演活动，现场还增
设学剪纸、学竹编、画脸谱等项目，让
市民与非遗文化零距离接触。

通讯员 王丹青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近日， 岳阳市二人民医院颈胸外
科主任杨忠义对一位86岁的老人做
术后随访。 听说老人安好， 杨忠义感
慨：“伍娭毑这个手术能够顺利拿下，
太不容易了！”

伍娭毑家住湖北洪湖， 患有多种
疾病，最要命的是脖子上那个大肿瘤，
每次呼吸都很困难。5月23日，伍娭毑
病情恶化， 被送进岳阳市二人民医院
颈胸外科诊室，由具有21年从医经验
的科主任杨忠义接诊。

初检表明： 伍娭毑患甲状腺巨大
肿瘤20多年；老人颈部多数器官都有
问题。“气管、食管、血管在肿瘤长期压
迫下出现变形、移位。”杨忠义说。 伍
娭毑肿瘤已延至胸腔， 如要完全切除

肿瘤，需要施行开胸术，但家属反对。
这似乎是一台难以成功的手术。

“你怕，他怕，如果我也怕，就是把患者
推向绝境。”与患者家属进行诚恳交流
后，杨忠义获得了信任。

杨忠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医务
科、五官科、心内科、呼吸内科、麻醉科
专家集体对老人进行会诊， 制定了手
术方案及应急预案。

5月25日， 实施手术的医护人员
在病人还有自主呼吸的情况下， 通过
支纤镜在气管内引导插管， 解决了老
人因气管变形移位无法插管的难题。
随后，凭借杨忠义高超的医技、先进的
医疗器械， 手术顺利进行着。2个多小
时的手术圆满完成， 从伍娭毑身上切
掉的肿瘤物重达1500余克。

5月31日，老人出院回家调养。

打开科技合作新窗口
湖南省科技厅与美国（硅谷）中国高等院校校友会联合会签署备忘录

长沙举办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

“难以成功的手术”成功了

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微档案】
扶炳明， 男，1980年出生。1999

年郴州师范学校毕业后， 任教于汝
城县文明瑶族乡宣溪小学。2003年8
月到汝城县第四中学 （文明瑶族乡
中学） 任教至今。4次获汝城县政府
嘉奖，多次获汝城县“优秀教师”“优
秀班主任”“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故事】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是一个有故

事的地方。
1934年11月，在文明瑶族乡沙

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
中。临走时，把她们仅有的一条被子
剪下一半，留给了老人。

红军走了， 长征胜利了，“半条
被子”的故事流传至今，温暖、启迪
着后来人。

今年6月5日，记者来到了这个
有故事的地方，来到了坚守瑶山18
年的教师身边。他的故事，以另外一
种温暖感召着我们。

这位80后教师，就是汝城县第
四中学化学教师扶炳明。

校长张来德的一席话给记者留
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张校长说：“扶
老师教化学，真的厉害。他担任化学
教学11年，不仅带出了一个出色的化
学教师团队，还带出了在汝城具有很
强冲击力的学生群体。像他这样的化
学老师，是抢手货，但他呆在这里就
是不走。”

2010年， 扶炳明任教的化学中
考，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在农村中
学中排全县第二名。2011年、2013年
全县第三名。2016年全县第一名。

令人惊讶的是， 扶炳明原来是
教数学的。2006年，第四中学缺化学
教师，让他顶了上来。倒逼不懂化学
的他，函授自学，弄了一个本科文凭。

扶炳明教学生， 也教同事。2014
年参加工作、2016年获得“郴州市教
学质量管理先进个人”称号的罗燕群，

就是扶炳明一手帮教起来的。 为了使
罗燕群尽快适应九年级化学教学，扶
炳明又是听课，又是评课，毫无保留地
分享教学体会， 指导她把握教学重点
和突破教学难点的方法。如今，罗燕群
也成了化学教师中的“狠角色”。

身处文明瑶族乡， 扶炳明早已
熟知“半条被子”的故事。他说：“要做
最温情的老师，实践最温暖的教育。”

属于他自己的温暖的故事，也
就自然而然发生了。

2016年被评为“全国最美中学
生”“全国最美孝心少年”的朱慧娟，就
是扶炳明的学生。在朱慧娟的眼里，扶
老师就是关爱有加的大哥哥。2016年
中考毕业，17岁的朱慧娟如愿考入湘
南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她说：“我要当
一名像扶老师那样的老师。”

“最美”的朱慧娟曾是最苦的。很

小的时候，亲生父母就离开了她。7岁
时，养父去世，只能与年老多病的大
姑（养父姐姐）相依为命。两间潮湿乌
黑的泥巴屋里，挤在一张床上睡。3个
脚的桌子， 一口锅子架在几块石头
上。作为班主任，扶炳明对朱慧娟多
了一份关心，多了一份资助。在扶炳
明的呼吁下，一些爱心人士也向朱慧
娟伸出了救助之手。郁郁寡欢、成绩
平平的朱慧娟变得开朗了， 乐观了，
坚强了，自信了，也更懂得感恩了。

扶炳明说：“学生比老师更有出
息，这是老师的光荣与骄傲。乡村的
孩子苦，父母要爱，亲人要爱，老师
更要爱。”

爱是会互相感染的。
有一天， 一个读三年级的小女

孩带了几个鸡蛋、一包金银花，来到
了学校， 硬要塞给扶炳明。 小女孩

说：“扶老师， 昨天上课时看到你腮
帮子肿得厉害。我回家跟奶奶说，奶
奶告诉我是扶老师牙疼。 金银花去
火，泡水喝，牙就不会疼了。”望着这
么懂事的小女孩，扶炳明被感动了。

采访过程中， 扶炳明谈得最多
的是学生与化学，很少谈及家庭。

2013年春，扶炳明的妻子即将
分娩，母亲病重，他只在家里呆了一
天。 因为他要教3个班的化学课，又
是九年级班主任。

2016年5月，孩子生病，被送进
了医院，他也只陪伴了一个上午。因
为，九年级毕业复习到了关键时刻。

扶炳明说：“早出晚归， 学校事
情多，对家人照顾就少了。心中的愧
疚，以后慢慢弥补吧。”

他像瑶山的一支火把， 温暖着
那一方天地。

爱心如火暖瑶山
———记汝城县第四中学教师扶炳明

� � � � 6月5日，扶炳明（左三）在实验室里为学生讲解、演示制取氧气，备战日益临近的中考。
湖南日报记者 何国庆 陈惠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