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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微档案】
何放明 ， 男 ，1971年6月生 。1990年7月开

始，在益阳市资阳区新桥河镇南山坪村完全小
学工作至今已27年。 目前该校是全区先进学
校，他本人是区里的“师德模范”“优秀教育工
作者”。

【故事】
6月21日， 记者在资阳区新桥河镇南山坪

村完全小学校园里见到了何放明， 他温文尔
雅，眼带笑意。与他46岁年龄极为不相称的，是
他一头白发。

“他这一头白发呀，是为这个学校操心操
的。”与他同事了20多年的鲁又成老师说。

走在校园里，树木成林，绿草茵茵，一栋三
层楼的教学楼干净漂亮， 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很难想象，他刚到这个学校时，这个学校还只
有几间瓦房，不遮风不避雨，碰上大雨天，他只
能带着孩子们停课躲雨。

从修修补补开始，何放明带着老师们一起
改善学校条件。屋顶漏雨，他爬上屋顶捡漏补
瓦；窗户玻璃坏了，他义务当修理工重新装上。
几百名师生的饮用水全靠一口水井抽水。有几
次天寒地冻时偏偏水泵坏了，他硬是咬紧牙关
下到水井里把水泵捞上来送镇上维修。

2008年，他担任学校校长，一门心思琢磨
重建教学楼。他首先自掏腰包，发动全校老师
捐资，再跑遍附近4个村，动员村干部和村民资
助，筹资近30万元，终于在2013年建起了三层
的教学楼，并修建了水泥球场。随后，他领着老
师们从山上挖来小树苗、 去县里买来草皮种
上，又先后建起围墙、礼堂、食堂、厕所、多媒体
教室。

校园变美了，何放明又开始琢磨着让孩子
们接受美的教育。“何校长是我们眼里的男神，

不仅会弹风琴、唱歌，还会画画。”年轻的美术
老师徐京说，她刚来到学校报到时，教室里一
幅栩栩如生的画吸引了她的目光，“我还以为
我们学校已经有美术老师了， 后来才知道，那
是何校长画的。”徐京介绍，校园围墙上那一幅
幅宣扬古代传统美德的故事壁画，都是何放明
画的图案，再领着学生、老师涂的颜色。

酷爱传统文化的何放明还把国学注入了
校园。随处张贴的经典诗词、每天30分钟的经
典诵读、他自编的“文明礼貌歌”，让孩子们文
明守纪，整个校园都找不到纸屑。“读过经典文
化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我们出门在外创业，每
次回家，总会发现孩子越来越懂事，越来越孝
顺，我们很放心。”一位叫龚卫灵的家长，说起
何放明，满脸感激。

对待学生， 何放明有教无类。 学习能力强

的，他会加强学习难度，让他们更优秀；学习能
力弱的，他集中起来给他们“开小灶”，补习功
课。常常一个教学内容，他要备3次课，连布置家
庭作业，都要出3份习题。他带的学生没有一个
掉队， 所教的班级在2015年全区学业水平检测
中名列第一。现在这种教学方法已在全校铺开。

在这里，孩子们也能接受素质教育。何放
明鼓励老师们发挥所长， 为学生开设美术、音
乐、科技、写作等活动丰富的课外兴趣小组。几
年来，孩子们已经获得“我是小画家”比赛全国
金奖，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省二等奖、市一等
奖等27个奖项。

“我是不是男神不重要，我就想让我的学
生们成材成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采访结
束时，何放明依然笑得灿烂，满眼爱意地望着
在校园里奔跑的孩子们。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周闯）记者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
该局近日印发了《湖南省知识产权密集型
产业培育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提出
到2020年， 在全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领域内，实现专利年申请量超过100件的
企业达到100家，建设3至5个知识产权密
集型产业集聚区，探索以知识产权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的有效模式。

《方案》指出，将在我省建立知识产权
密集型产业培育机制。包括研究制定促进
我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培育的管理办
法；建立健全组织实施、评估考核、跟踪问
效的工作推进机制；研究确立知识产权密
集型产业的统计指标、数据来源和统计方
法； 重点推动知识产权密集型的企业、园
区和科研院所专利的增量提质，促进成果
转移转化， 打造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联
盟。

《方案》明确，通过大力培育知识产权
密集型企业，推动企业向价值链、产业链
中高端延伸，形成一批高价值专利和行业
标准。 每年遴选20家左右的企业以项目
形式予以引导及支持，或对质量好的专利
纳入重点发明专利库， 予以专利年费资
助。以高新区、经济开发区为依托，通过建
立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工作机制，运用专利
信息资源和产业专利分析手段，掌握产业
竞争格局、指导园区产业发展方向。

《方案》还指出，创建知识产权密集型
科研院所，对于专利优势明显、自主创新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较强的科研院所，省知
识产权局每年遴选1至2家以项目形式给
予引导和支持。对所在产业领域能够形成
知识产权集聚或互补优势的产业知识产
权联盟，省知识产权局每年遴选2至3家并
以项目的方式对市州推荐的知识产权联
盟发起成员单位给予引导和支持。

通讯员 尹红芳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他是湘西花垣县石栏镇文化站站长。因扶
贫成效显著，2016年，他被评为湖南“最美基层
文化人”。

他叫麻正兵，双手齐腕而断，却身残志坚，奉
献于民，被当地干群称为苗乡“保尔·柯察金”。

“过去，镇里各个村太穷了，严重缺水，路
不通，一点像样的文化设施都没有。”麻正兵
决定从基础设施建设抓起。 为了解决资金问
题，麻正兵四处“化缘”。有时为一两千块钱，
要跑好几个部门，也经常空手而归。在麻正兵
的辛苦筹建下， 石栏镇缺水与交通问题得到
基本解决。 石栏镇的村文化广场和规范的农
家书屋、文化活动室、广播站等文化设施也日
渐齐全。

麻正兵发现，石栏镇虽然贫穷，但石栏镇

的农产品很优质，种植、生产的都是原生态的
无污染产品。 他想到了举办文化娱乐活动，将
“文化因子”注入产品，为产品增值。他为村民
举办一次又一次的大型文化活动，每次活动都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和嘉宾。 每次活动场
所都陈列着石栏镇的特色产品。 这些产品由
于优质而被游客和嘉宾们认可， 很快风靡市
场，并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增值。

为了将石栏镇建设成旅游文化胜地，麻正
兵又四处筹集资金，改善各村环境，并系统地
规划建设，将油麻村、大兴村、董马村、石栏村、
排吾村5村连成一条旅游路线。

2017年，他又自筹40万资金，在石栏镇举
办农耕文化节。近些年，他带领各村的苗族妇
女，又开创出一条苗绣致富之路，她们的苗绣
制品，畅销于市场，价格在几千元到上万元
不等。麻正兵发现，村民龙志银的绣品与其

他人的绣品比起来，制作更为精良，图案尤
为精美。他将龙志银推为全镇的苗绣专业带
头人，并将其作品冠以品牌推广出去。如今，
龙志银的苗绣供不应求。为了带动更多的村
民从事苗绣，麻正兵鼓励支持村民成立了专
业的苗绣公司。这些公司的员工，由龙志银进
行专业培养， 越来越多的村民走上了苗绣致
富之路。

石昌元作为当地第五代烤酒师，在石栏镇以
“烤制醇酒”闻名。麻正兵发现，他们酿酒多年，却
依然摆脱不了贫困的处境。麻正兵建议石昌元
用清澈的泉水为原材料
烤酒， 烤出的酒一定更
加醇美可口。果然，石昌
元酿出的酒愈来愈醇
香，价格也翻了两三番。
如今石昌元夫妇正准备
扩大生产规模，吸纳更多
的年轻人来学习烤酒，推
广烤酒。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师生眼中的“白发男神”
———记资阳区新桥河镇南山坪村完全小学校长何放明

� � � � 6 月 21
日，何放明正
在给学生上
课。 余蓉 摄

知识产权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我省到2020年建设3至5个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集聚区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周俊 彭祥峰
袁愈雄）6月23日，娄底市食药监、教育等
部门联合开展校园食品安全突击检查，共
检查中心城区学校、 托幼机构食堂168
家，校园周边餐饮店1400余家。

近年来，娄底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
击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 并于今年5月启
动“食品安全护苗行动”暨托幼机构餐饮
质量提升专项工作，对学校食堂和校园及
周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食品
摊贩、食品销售店等进行全面监管。各级

食安部门采取联合执法、飞行检查、专项
督查、暗访抽查等方式，展开检查。并针对
主要食品和食品原料， 同步开展监督抽
检，实现检查对象全覆盖。

同时，按照“硬件设施标准化、工艺流
程规范化、日常管理常态化”要求，娄底积
极推进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标准化建设，已
有768所学校食堂完成建设，183所学校
食堂达到“明厨亮灶”要求。新建及改扩建
的5所学校， 还被评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
学校。

娄底严抓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金明达）今日，省环保志愿服务联
合会主办的“走读湘江”环保公益活动来
到衡阳，9名中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参观了
衡阳市江东污水处理厂、衡阳垃圾焚烧发
电厂，实地感受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当天下午，学生、家长一行来到衡阳
市江东污水处理厂， 在环保专家的指导
下， 参观了污水处理厂细格栅间、 旋流
沉砂池、 紫外光消毒池、 污泥泵站等设
备， 详细了解了该处理厂的工艺流程，
并通过环保人员的介绍， 认识到保护母

亲河的重要意义。随后，他们来到衡阳垃
圾焚烧发电厂， 了解垃圾变废为宝的环
保工艺。 来自长沙的初三毕业生郑展翅
告诉记者，来到衡阳，亲身感受到衡阳历
史文化名城的魅力， 了解到专业的环保
知识，不虚此行。

据悉，“走读湘江” 环保公益活动途
经永州、衡阳、湘潭、株洲、岳阳以及长沙
等6个城市。 活动内容以湘江流域生态保
护与历史文化为主线，让青少年更全面地
了解湘江的历史、文化、生态内涵，并参与
母亲河的保护行动。

“走读湘江”环保公益活动走进衡阳

苗乡“保尔·柯察金”的扶贫之路

美术测评
趣味考试
6月26日上午， 长沙高新区

金桥小学，学生通过在海洋长卷
中添画一两种物体来进行美术
科目的测评。当天，该校开展“自
由生长乐心田 童心飞扬畅游
园”学科测评，用游戏的形式替
代考试，使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学
习的乐趣。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通讯员 张雪珊 颜绥绥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肖祖华

6月26日中午，邵阳市双清区五里牌
小学五年级150班班主任罗海韵带领几
位学生来到邵阳珂信肿瘤医院，为学生羽
羽（化名）在病房内上了一堂特殊的语文
课，并代表全班同学为她送上爱心礼物。

年仅12岁的羽羽身患胸腺恶性肿瘤，
已进入生命“倒计时”。她毅然做出一项重
大决定，捐献自己的眼角膜，给更多的人
送去光明。

6月23日，羽羽的父亲曾武林作为监
护人，通过爱尔眼科公益基金会，在人体
眼角膜捐献志愿者登记表上签了字。他们
的举动，感动了现场所有的见证者。

两年前，羽羽随父母转学来到五里牌
小学读书。品学兼优的羽羽一直是父母的
骄傲，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曾武林多
年来热心公益事业，是邵阳市义工联合会
的志愿者，后来又加入了邵阳仁善志愿者
协会。他经常去福利院、敬老院关爱老人，

捐款资助贫困学生， 走访慰问抗战老兵。
受爸爸的影响， 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事，
羽羽也时常伸出友爱之手。

今年4月28日，曾武林夫妇无意间发
现女儿的胸前有一个肿块，立即带着羽羽
前去医院就诊， 被诊断为胸腺恶性肿瘤。
焦急万分的父母带着羽羽辗转长沙、北京
各大医院，但情况都不乐观。

仅仅1个多月的时间， 羽羽的病情已
完全恶化，恶性肿瘤扩散到全身，她的身
体也越来越虚弱。

羽羽生病之后，最大的心愿就是回
到学校读书。 曾武林只好把老师请过
来，帮她完成这个心愿。在生命的最后
时光里，羽羽想把眼角膜捐献给需要帮
助的人。

对于这一决定， 羽羽的家人很理
解。“我是一个志愿者，希望女儿短暂的
一生也能为这个社会作出一些贡献。用
得上的器官都可以捐赠，这是羽羽的生
命在这个世界上的间接延续。” 曾武林
含着泪说。

绝症女孩最后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