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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杨亲福 刘璇

这个暑假，新化县奉家镇贫困生黎溜流
一边打工，一边自学护理知识。暑假过后，她
将入读娄底卫校， 开始新的学业。8月23日，
黎溜流告诉记者：“如果没有一群小朋友的
帮助，我恐怕早就辍学了。我想早点学成就
业，回馈社会。”

4年来， 娄底市第八小学教师胡雪平带
领105班的孩子们， 持续开展一项特殊的爱
心活动。他们成立班级爱心基金，利用课余
时间卖小饰品、做手工，几毛钱、几块钱地积
累起来，支持黎溜流的学业。

2013年7月， 胡雪平在一次爱心活动中
见到了黎溜流。经询问得知，黎溜流是弃婴，
收养她的父母是残疾人， 没有劳动能力。家
里除了两张破床和一张烂桌子， 再无其他
“大件”。胡雪平当即决定，帮助刚刚升入初
中的黎溜流完成学业。

在一次班会活动上，胡雪平讲述了黎
溜流的故事。“原本是想激励孩子们珍惜
美好生活，但没想到，许多家长和孩子主
动要求参与帮助黎溜流的爱心活动。”胡

雪平介绍，“这样也好， 既可以帮助黎溜
流， 也可以对孩子们进行爱心和感恩教
育，一举两得。”

经过反复思考， 胡雪平提出了帮扶思
路：不要找家长捐钱，自己动手赚钱，一毛
钱、一块钱都是爱心。

如何赚钱？ 孩子们把目光瞄准学校每
年一度的义卖活动。“天气这么热， 卖饮料
一定赚钱！”在胡雪平帮助下，孩子们从批
发店买来大瓶可乐、雪碧和奶茶，分装成一
个个纸杯。 梁曦宸同学精打细算：“冰可乐
和雪碧好卖一些，一瓶能分装成8杯，每杯
能赚5毛钱。”全班同学都当起了推销员，端
着盘子向参加义卖活动的学生、 老师和家
长兜售。

首战告捷， 在太阳下忙活了几个小时，
孩子们一共赚了1000多元钱。 曾灵羽同学
手舞足蹈地说：“1000多元钱够溜流姐姐大
半个学期的生活费呢！”

去年暑假，胡雪平给孩子们布置了一个
新任务：绣一幅十字绣，开学时组织拍卖。许
多孩子是第一次接触十字绣，一针一线反复
练习。欧阳玲慧同学自豪地说：“每次手指都

会被扎几下，但想着能帮助溜流姐姐，我就
坚持下来了。” 家长梁峰说：“孩子们都在心
里憋着劲呢，比谁绣得好、谁的绣品拍卖价
格高，既磨练了吃苦耐劳的韧性，又培养了
爱心，非常好！”

开学后，家长和孩子们聚在一起，每个
孩子都上台介绍自己作品的创作过程和含
义，并展开拍卖。所有绣品在一个半小时内
拍卖完毕，其中罗淼同学的《静》和周宇杰
同学的《宁静致远》，都拍出了600元的最高
价。这次拍卖会，一共拍得6600元，全部存
入班级的爱心基金， 用于支付黎溜流的上
学费用。

孩子们的爱心活动，每年都变换一个主
题，玩具展览、美食大会……各种项目别出
心裁。4年来，105班的孩子们一共赚了1.2万
元，绝大部分用于资助黎溜流，剩下的也全
部用于公益。

家长曾江青感慨地说：“与爱相伴，孩子
们有了一个更完美的童年。这既是很好的社
会实践，又是爱的传递。孩子们学会了自己
动手帮助别人，也学会了克服困难、珍惜美
好生活。”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张脱冬 姜蔚）23日，由岳阳市岳阳楼区文
联、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举办的“中巴友好万里
行”岳阳站活动启动。岳阳援巴老将田念胜、巴
基斯坦为中国烈士守陵的阿里·艾哈迈德和曼
祖尔·侯赛因、 来中国寻找救母恩人的马基隆，
分别讲述了关于中巴友谊的感人故事。

1966年3月18日， 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
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修筑中国巴基斯坦
公路的协议》，中国援助巴基斯坦修筑一条连
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唯一陆上交通要道———
喀喇昆仑公路，它被巴基斯坦人民称为“中巴
友谊公路”。12年间， 数百名中国工人把青春
和生命奉献给了这条“当代丝绸之路”，其中
88名中国建设者长眠在巴基斯坦北部重镇
吉尔吉特的中国烈士陵园。阿里·艾哈迈德和

曼祖尔·侯赛因的父亲， 义务守护着这座陵
园，长达近40年。

为了传承中巴传统友谊， 巴基斯坦中国
烈士陵园志愿者协会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馆共同发起了“中巴友好万里行”活动。岳阳
人田念胜曾参与过喀喇昆仑公路的建设，也
是巴基斯坦中国烈士陵园志愿者协会的筹备
者， 他说：“当年岳阳有一批青年参与了公路
建设，大家来岳阳是为了感恩、寻亲。”

岳阳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漆胜向客人书
赠了“中巴友谊长存”的书法作品；岳州古窑
青瓷艺术家周国防、“岳州扇” 非遗传承人刘
岳军分别向客人赠送了岳州瓷、 岳州扇等工
艺品。 岳阳楼区文联及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志愿者陪同客人，参观了岳阳楼，考察了洞庭
湖，并呼吁公众共同来保护江豚。

湖南农大博士团
为家庭农场“把脉”

湖南日报 8月 25日讯 （通讯员 周
宇飞 记者 周勇军 ）近日，湖南农业大
学商学院博士团赴桃源县柏盛家庭农
场，调研土地流转情况 ，并指导农业产
业布局等。

柏盛家庭农场成立于2014年，从当初
单一经营鱼塘，逐步发展成集水稻种植、渔
业养殖、 生猪养殖于一体的综合性家庭农
场，年纯收入80余万元。这次调研中，博士
团成员对家庭农场发展提出了很多好的建
议，如农场应在当地村委会支持下，通过良
田改造实现土地平整化、基础设施完善化、
生产机械化，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农场可适
当购买商业保险，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可尝
试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实现生产、收入多元
化等。

博士团成员还深入其他农场调研，
为桃源县农业产业发展提出可行性建
议。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李纪文）一边按照实际工程量为施工方结
账，一边将虚列工程、虚增的工程量为自己套
取财政资金。2010年至2015年， 澧县农业局
原项目办主任张建武利用职务之便， 敛财达
204万余元。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他，日前
被当地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
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非法所得被收缴。

2010年初，张建武开始负责该县农业项
目管理，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大学毕业的他
很快成了行家里手。 但他却忽视了党性修养
和思想改造，人生观价值观慢慢扭曲，成了当
地“小官巨贪”的典型。

2010年1月至2015年7月，张建武通过与监
理公司串通，借用监理公司资质，控制监理公司

印章等手段规避监管，虚列部分工程、虚增工程
量，先后在“产油大县”“粮食产能”“优质稻”等8
个田间工程项目中，套取工程款204万余元据为
己有。2012年11月，张建武安排邓某借用澧西工
程公司资质， 通过串围标的方式取得“产油大
县”项目一标段田间工程，中标价格2103822.68
元。11月26日，县农业局与澧西工程公司签订施
工合同。之后，张建武将工程从邓某手中收回，
再擅自分包给孙某。次年，张建武竟将施工地所
在村自建完成的交通桥作为“产油大县”项目重
复申报套取财政资金506500元据为己有。

2015年11月，国家审计署进驻澧县农业
局， 通过大半年的财务资料审查与实地调查
核实相结合的手段， 查出了张建武套取财政
资金的事实。

中巴友谊之光闪耀岳阳

虚列工程敛财204万余元

澧县农业局原项目办主任获刑

4年来，孩子们义卖、做十字绣……共筹资1.2万元

一群小学生，赚钱帮助贫困生

快乐军训
8月25日，嘉禾县第一中学，学生在军训间隙举行拔河比赛。连日来，该县3所中学的

2390名高一新生开展军训活动，军事教官将训练与文体娱乐活动有机结合，使学生在紧张
活泼的训练氛围中提高军事技能，增强集体主义精神。 黄春涛 摄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陈薇 通讯
员 李晞言 ）今天，由省文化厅、湖南日报
社、省书协、省书法院联合主办的“湖南首
届中青年书法大展娄底巡展” 在娄底美术
馆举行开幕式。此次展览共展出200余幅书
法作品，既有浑然古朴的篆隶，也有工整隽
秀的楷书， 还有挥洒自如的行草， 形式多
样，异彩纷呈。

据了解， 这些作品均出自2016年9月由
省文化厅、湖南日报社、省书法家协会、省书
法院联合主办的“湖南首届中青年书法大
展”，它们将在娄底公开免费展览一周。值得
一提的是，在去年赛事评出的28幅优秀作品

中，来自娄底的作品有6幅，是优秀作品数量
最多的地区。此次巡展中，也有28幅书法作品
出自娄底书法家之手。

主办方表示， 去年的赛事是对湖南书法
人才资源进行的一次全民摸底， 此次巡展是
对湖南省中青年书法艺术家艺术创作的一次
大检阅，旨在让书法艺术更接地气。

据悉， 此次娄底巡展被打造成了一场永
不撤展的展出。除了为期一周的线下巡展，还
特别开通了线上展览渠道。 新湖南客户端和
华声在线网站用户， 都可以找到相关展览页
面，通过新媒体渠道，将此次展览装进手机带
回家。

湖南首届中青年书法大展娄底巡展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