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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通讯员 蒋莉 匡
鹏飞 记者 余蓉）近日，北京历史文化名地恭
王府雕梁画栋的戏楼里，挤满了观众。湖南省
昆剧团新编历史昆剧《湘妃梦》 正在这里上
演。昆曲余音袅袅，演员顾盼生辉，乐池丝竹
声声，观众如痴如醉。

此次演出是文化部举办的“第十届非遗
演出季” 活动的重要部分。 全国最具代表性
“非遗”团体受邀前来献演。湖南省昆剧团带
来的新编历史昆剧《湘妃梦》，集聚了全国顶
级制作人员， 由中央美术学院国画院院长陈
平执笔，中国戏剧学院教授于少非担任导演，

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洵澎担任艺术指导，它
的作曲和配器钱洪明和许晓明均为国内戏曲
界知名艺术家。 这部昆剧围绕娥皇和女英的故
事展开， 在情节和音乐上具有浓郁的湖南地方
特色。

《湘妃梦》 是湖南省昆剧团的保留剧目。
2015年即亮相全国， 获得了众多票友的追捧。
据悉，此次演出结束后，湖南省昆剧团会择机在
本土演出。

一个人扛起一所学校
———记浏阳市金刚镇金石完小校长黄启龙

湖南日报记者 杨丹 通讯员 石自行 金则伊

【微档案】
黄启龙，1965年生，浏阳市金刚镇金石完

小校长。多次被评为“浏阳市优秀教师”，多次
受到浏阳市政府嘉奖，连年被评为“金刚镇师
德教育工作先进个人”。2016年当选长沙市第
四届“感动星城 魅力教师”，2017年被评为长
沙市教育局“道德模范”。

【故事】
他是一个语文老师， 可不会总结自己的

经验和成绩。采访中，记者更多是通过旁人的
嘴知晓他的事迹。

他是一位校长，却“承包”了勤杂工的活。
打扫卫生、修剪花木、维修水管、更换玻璃、砍
竹子棕叶扎扫把……凡事亲力亲为。

6月15日， 顶着霏霏淫雨， 穿过层峦叠
嶂，记者来到海拔超过1000米的浏阳市金刚
镇金石完小。整洁的校园、明亮的教室、琅琅
的书声、纯真的笑脸，加上先进的实验室、图
书室、电脑室、班班通……这是大山深处的桃
花源。

我们要找的主人公黄启龙校长正在给六
年级的孩子们上语文课， 于是悄悄地坐在后
面听了一堂课。

“黄校长，您的课上得好，板书真漂亮。”
下课了，记者真心地赞叹。

黄启龙个头不高，脚有点跛，一脸憨厚的
笑。他摸摸头，讷讷地回应：“我的普通话不标
准。”

就这么一个貌不起眼、凡事自谦的汉子，
却是一个行动的巨人。眼前的“桃源美景”都
是他多年心血浇灌而成。可以说，没有他，就
没有金石完小的今天。

金石完小的前身是石庄小学。 黄启龙的
父母亲都是石庄小学的老师。距离学校约1公
里处， 是闻名三湘的佛教圣地———千年古寺

石霜寺。上世纪60年代，庙宇大多废弃，学校
就设在石霜寺里，采用复式包班教学，条件非
常艰苦。

1983年，黄启龙高中毕业。作为绵延数
十里大山唯一的高中生， 他放弃了诸多进城
招考的机会，回乡当了一名代课老师。从此，
他将满腔热情和爱恋都投入到教育上。

学校过于偏僻，老师不愿意来。怎么办？
1992年，他动员做花炮生意的妻子黎美连改
行。1996年，又动员妹妹代课。妻子至今拿着
微薄的代课老师工资，与做花炮相比，经济损
失太大了。可黄启龙觉得“还蛮值”。因为黎美
连“呷得苦，有耐心”，编排的节目连年在全镇
的中小学文艺汇演中获一等奖。

偶尔有新老师分过来，学校没有宿舍，他
就将老师带到自己家中吃住， 当儿女一般看
待。至今，还有老师感慨：“黄校长视我们如家
人，这份情，要永远铭记。”

学校太破旧了，他四处奔走，向上级部门
申请合格学校创建。 即使在因车祸住院期间
也不停歇。

新学校建起来了，新老师陆续来了。可黄

启龙一周还要上20多节课，除了语文，还要教
写字、思想品德、科学。加上管理和后勤，整个人
是超负荷运转。

“他把学校当成家一样，能做的都会尽力去
做。他是一个全能校长，一头老黄牛。”90后青
年教师冷发兰打心眼里佩服校长。

儿子半岁时突发高烧， 黄启龙因为不想停
课去城里看病而延误了治疗，造成终身的遗憾：
孩子从此全身瘫痪，不能讲话。他和妻子每天强
忍悲痛给儿子喂饭、换尿布，整整23年，直到儿
子5年前离开人世。

2013年10月底，他带队到大瑶参加小学生
艺术节，返回时不幸遭遇车祸，开颅手术做了6
个小时，术后昏迷7天。九死一生的他只休息一
个寒假，便坚持来学校。领导劝他多休息，他说：
“孩子快毕业了，不能耽搁。”

去年，他又一次遭遇车祸，压伤了一条腿。
当时没休假，拄着拐杖就来上课，导致腿伤没复
原得好，至今走路还有点跛。

浏阳市金刚中学副校长卢义动情地说：“黄
启龙忠诚、朴实，不善言语，心存大爱，是全镇教
师的榜样。”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 � � � 6月15日， 黄启龙在给六年级学生上语文课。 杨丹 摄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刘立武 严非平）“您捐赠的干细胞
不仅可救我母亲的命， 还让一个儿子看到
了生活的希望……”今天，远在广东的血液
病患者的儿子通过湖南省红十字会的志愿
者， 将一封感谢信送到华容县公安局民警
刘彬手中。 两天前， 刘彬在长沙湘雅附三
医院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 成为全国第
653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刘彬今年38岁，2009年在首次义务献
血活动中， 医生拿出一份捐献造血干细胞
志愿者的申请表放在刘彬面前， 他毫不犹
豫签上姓名， 成为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队伍资料库的一员。 他先后5次参加义务
献血，累计献血近2000毫升。

今年3月27日， 岳阳市红十字会传来消
息， 刘彬与一名广东白血病患者初配型结果
相合。当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征询刘彬意见时，
他一口答应，并得到家人的支持。经过HLA高
分检测、身体检查，符合捐献要求。

“造血干细胞被大家称为‘生命种子’，捐
献将给患者和他的家庭带来希望， 这很有意
义。” 刘彬告诉记者，“采血从早晨8时一直持
续到15时，在6个小时的造血干细胞采集过程
中，身体虽曾出现过不适症状，但一想到能挽
救一个人的生命，我感觉一切都值。”

华容民警刘彬献血又献“生命种子”
为全国第653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周吉锋）今日，永州市“母亲素质提升
工程”启动仪式在冷水滩区举行，冷水滩区
梅湾小学学生诗朗诵拉开了活动的序幕。

“提升工程”以学习国学经典、礼仪、女
书、 书画音乐舞蹈以及中医保健养生等为

主要内容，以冷水滩区为示范，以点带面，
逐年推广， 计划用3年的时间， 义务培训
1000名母亲，并通过开展读书会、书法和
文化交流活动，举办全市朗诵比赛和女子
书法展等活动， 加强与市内外社团交流，
提高学员艺术和文化水平。

永州义务培训1000名“优雅”母亲

新编历史昆剧《湘妃梦》晋京献演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姚学文 毛敏轩
肖海群）长沙市雨花区同升街道土生土长
的市民邹桂兴，今年已75岁了，家里只有
一部电话，没用过手机。“我是苦水里泡大
的，所以一直把勤俭节约当家风。”邹桂兴
说，他教育子女不忘勤俭，做人要讲诚信，
现在儿子在外面搞工程，从不拖欠工人的
工资。

日前，在长沙市举行的“节俭养德树
新风”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邹桂兴的现
身说法，感动了很多人。长沙市文明办、雨

花区文明委、同升街道等单位联合举办的
这一活动，倡导从一张纸、一度电、一分钱
等微不足道的小事中节俭， 弘扬好风尚，
践行低碳生活。

启动仪式在《节俭养德， 从我做起》
VCR中拉开序幕。孩子们唱起《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之歌》，跳起歌舞《小梦想大梦
想》。摩拜单车发起“低碳环保”环骑同升
湖的活动，50名志愿者围绕同升湖骑行一
圈，用绿色出行的方式，呼吁社会公众践
行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

长沙举办系列活动倡导节俭养德

练瑜伽
悦身心

6月21日，
正值世界瑜伽
日，100余名瑜
伽达人相约来
到湖南烈士公
园， 练习瑜伽，
愉悦身心。

杨华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