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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
“只有不懈奋斗与奉献，青春才能结

出璀璨的果实。 ”
“为别人点一盏灯，照亮别人，也照

亮了自己。 ”
……
6月14日下午， 中南大学中南讲堂的

舞台中央，走来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敬老
爱亲、见义勇为、勤奋学习、乐于奉献……
他们是新一代的大学生，是该校第四届大
学生道德模范。 他们的故事，是一首首动
人的青春之歌。

自强不息，
带着失明的母亲求学

吴步晨，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2013
级学生，是第一个走上舞台中央的人。

吴步晨的母亲因患脑膜瘤压迫视神
经时间过长， 双目失明， 失去了劳动能
力，生活也无法完全自理。吴步晨自11岁
开始， 就独自挑起了照顾母亲的重担。
20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南大学土
木工程学院。为了继续照顾失明的母亲，
2013年9月， 他带着母亲从安徽巢湖来
到长沙，一边打工，一边学习。

4年里，他每天洗衣、做饭，精心侍奉
母亲， 陪母亲散步聊天， 买来二手收音

机、电视机帮母亲打发寂寞时光。为了改
善母亲生活，他四处辗转做家教。母亲的
病时常发作， 他在学校和医院之间来回
奔波。4年来，他先后获得国家级、校级奖
学金和荣誉称号，在物理、化学、数学、测
绘等多个学科竞赛中获奖， 并以优异成
绩保送哈尔滨工业大学念硕士。

平凡善事，
见证一颗颗大爱之心

走上舞台的更多是普通人。 他们的
事迹，折射着这一代青年人的追求。

潘政， 湘雅医学院临床2012级学
生。自进入湘雅二医院临床见习后，他多
次走进献血屋献血。 从第1次到第17次，
他总共捐献了34个治疗单位的血小板，
相当于6800ml全血，这几乎是一个成年
人全身血液的1.5倍多。 在他的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到献血队伍中来。

陈勇健， 湘雅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
制2011级的学生。 2016年10月20日中
午，一位老人突发疾病倒在了马路边，地
上流了一摊血。 陈勇健毫不犹豫冲了过
去，帮助老人止血。 在他的救治下，老人
慢慢恢复了意识。 他又赶紧拨打急救电
话，联系老人的家属，并一直安抚陪伴老
人直至救护车赶到。

孙缘珊，中南大学资安院2014级学生。
2014年9月，刚进入大学的她就加入了中南

大学雷锋岗彩虹桥， 成为一名大学生志愿
者。 3年里，她先后参与爱心义卖、探望残障
儿童、先天心脏病患儿城市见面会、探访江
华小学、“善行100” 等志愿服务活动30多
次， 并从最初的学雷锋志愿服务参与者变
成了组织者。 她先后获得湖南省“雷锋式当
代大学生”、中南大学“优秀志愿者标兵”等
荣誉称号， 还成为了大爱无疆公益机构的
一名“儿童守护者”专业讲师。

笔记日志，
倾情帮助学弟与学妹

校园，是学习的天堂。走上舞台中央
的潘仲傅，他的故事比较特别。

潘仲傅，中南大学软件学院2015级
学生， 先后获得11项学科竞赛奖，1个国
家级创新创业项目立项。 潘仲傅倾心尽
力帮助身边同学。 他把申请创新创业项
目的心得写成文稿， 上传班级QQ群，与
大家共同分享； 编写了线性代数复习资
料，收集整理了离散数学复习笔记，印发
给了班上同学；热情帮助2016级学弟学
妹学习C++课程，编写近4万字的学习辅
导日志，将所学内容写成博客，整理出42
份程序设计竞赛笔记，拿给学弟学妹。

爱心接力，
奏响最美的青春音符

获得大学生道德模范荣誉的， 还有

3个团队， 分别是“中国金” 守护者、
“天池之翼” 团队和土木工程学院献血
队。

“中国金” 守护者团队， 来自中南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他们是金展
鹏院士的学生。 从1998年金院士突然患
病而致高位截瘫起， 他们义无反顾承担
起了照顾老师的重任。 19年时光流转，
一届一届学生寒来暑往， 接力前行， 践
行着对老师最深沉的爱。

“天池之翼” 团队， 是由中南大学
软件学院学生组成的爱心团队。 7年来，
他们坚持不懈， 义务做着同一件事———
照顾身患脑瘫的同学莫天池。

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献血队， 亦
令人瞩目。 2017年4月， 衡阳籍学生小
明 （化名） 的父亲意外从4楼坠落， 导
致失血性休克， 伤情严重。 衡阳血库告
急， 没有与其血型相符的充足血液。 辅
导员杨茂林接到小明打来的求助电话，
立即行动， 迅速通过QQ、 微信等渠道
向同学们发出了求助信息。 短短十几分
钟， 30多名同学加入到献血队伍中来，
自发赶到长沙市中心医院血液中心查验
血型。 最终， 杨佳琦、 蓝巧新、 黄伟、
邱子瞻4位同学和辅导员杨茂林的血型
符合要求， 师生5人立即带着验血报告，
坐上高铁， 奔赴衡阳献血， 挽救了伤者
的生命。

全省微宣讲比赛举行
以小见大共话“中国共产党的自信从哪里来”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尹虹 通讯员 欧阳文风）
由省委讲师团、 省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和学习服务中心组织
的全省“学而习讲坛： 中国共产党的自信从哪里来———迎
接十九大理论下基层” 微宣讲比赛今天在长沙举行。 全省
讲师团系统、 宣传文化系统、 党校系统相关负责人和理论
工作者近100人观摩了比赛。

经过层层选拔进入今天比赛的24位选手来自全省各市
州， 大多为工作在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 知识分子以及自
由职业者。 他们紧扣“中国共产党的自信从哪里来” 这一
宏大主题，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为讲述重点， 努力在小话题与大主
题、 小切口与大内涵之间找准着力点， 讲“真人、 真事、
真心话”， 通过一个个有血有肉、 朴实感人的故事以及层
次清晰的论述， 生动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自信、 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体现了微宣讲独特的亲和力、 感染
力和说服力。

据悉， 省委讲师团将组织比赛获奖者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喜迎十九大、 理论进基层” 巡回微宣讲； 同时在教学
比赛基础上将一批优秀课件打磨成网络微课程， 以有效接
通理论宣讲的“天线”“网线”和“地线”。

阳光招考 人尽其才
我省高中阶段招生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余蓉）“读普通高中，接受基
础教育考大学，实现自己的价值；读中职学校，接受技能教
育，既能考大学，又能好就业，同样成就出彩人生。 ”昨天上
午，2017年湖南省高中阶段学校阳光招生工作视频会议召
开。会上宣读了《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人社厅致全省初中毕
业生的一封公开信》， 强调一定要在中考前把公开信发到每
一位初三学生及家长的手中，让学生和家长们正确认识普通
教育与职业教育，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成才之路。

会议出台了2017年湖南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6条
禁令。会议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抓好中考、中招等
关键节点，严格规范招生秩序，扎实做好招生环节的工作。各
高中阶段学校对外发布的招生简章等宣传资料必须经上级
主管部门审核备案，坚决杜绝虚假宣传；要严肃查处干预、代
填志愿或强行要求填报志愿的行为；要依规、依程序、依计划
招生，严肃查处骗取学生身份信息抢录、未经学生认可强录、
学籍虚假注册、双重注册等违规行为，实施学籍管理与网上
录取联动。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罗雅琴 甘
艳)昨天，长沙市纪委、长沙市教育局联
合主办的“廉结同心 传诚未来”微电
影集中首映式在长沙长郡双语实验中
学举行。

今年3月份，长沙市纪委开展廉洁
电影征集活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共
收到42部廉洁微电影， 这些作品大多
是长沙各个学校的师生自编自导自演
的， 有的作品更是将生活中的真实故
事直接搬上了屏幕。《两只信封》 在关
注贫困学生群体的同时， 真情演绎了
一段校园情深；《月儿圆》 讲述了班主

任假借学生父亲的名义，自掏腰包给班
上同学每人发一个月饼共度中秋的故
事；《礼物》则由长沙市纪委、市教育局、
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展现了身陷囹
圄却难以割舍的骨肉亲情，以及秉公执
纪又怜悯犹存的医者仁心。

即日起， 长沙市纪委将从42部廉洁
微电影中挑选出一部分质量较高的作品
在“廉洁长沙”微信平台上进行展播。 展
播完毕后，将启动长沙市“十佳廉洁微电
影”评选活动，并从参演的非专职演员中
评选“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各1
名。

用青春诠释榜样的力量
———中南大学第四届大学生道德模范剪影

真人真事 自编自导自演
长沙将启动“十佳廉洁微电影”评选活动

� � � � 6月15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街道上麻园岭社区，参赛队员积极抢答安全
知识提问。 当天，该社区联合各辖区单位举行2017年安全知识抢答赛，增强广大居民
的安全意识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知识抢答
关注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