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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曾德新 阳跃君

8月24日， 记者驱车从新化县奉家镇出发，
沿着山间蜿蜒小道，花了1个多小时，到达奉家
镇毛家教学点。 过路的村民老杨说：“我们这里
是偏僻山区，去年路没铺好前，交通基本靠走，
去一趟镇里要走老半天。 ”

毛家教学点教学楼原是一栋老式木板楼，
已拆掉了，正在建新校舍，学生临时在一间民用
老木板房上课。

一处小土坪上， 毛家教学点教师伍六飞正
带着十几个孩子在做游戏。 见有客来，伍六飞憨
厚地笑了笑：“不好意思，新教学楼还在建，目前
只有一间教室，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虽然是暑
假，可很多孩子的父母没回来，我就带着他们搞
搞学习、做做游戏。 ”

80后伍六飞是这里唯一的教师， 他笑着说：
“其实我的‘官’还挺大的呢，既是校长又是教师，
还是幼儿园的男阿姨。 ”毛家教学点目前有1个幼
儿班（10人）和1个小学二年级班（10人），孩子们
都在仅有的一间教室上课。“孩子们从早到晚面
对我一个人，还好没产生审美疲劳。 ”

伍六飞每天周而复始做着同样的事情：天
亮起床洗漱，弄点吃的，等孩子们来学校，辅导
孩子们晨读、上课。 因为是复式班，一个教室分
两边，这边做作业，那边听课，他不停地“切换”
角色。

学校没有电铃，时间由伍六飞把握。 中午，
他带着孩子们到对面山坡一农户家， 吃搭餐式
营养午餐，接下来继续上课。“路上注意安全！ ”
放学时，伍六飞总是反复叮嘱孩子们。

批改完作业，“煲电话粥” 是伍六飞每晚的

必修课。 女朋友在新化县另一个乡镇，两人相隔
大半个新化，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面。“女朋友
很支持我的工作，虽然有时抱怨几句，但更多的
是理解。 她说，总得有人坚守偏远地区的教育事
业，不然孩子们上哪读书？ ”

伍六飞家住新化县桑梓镇，每年只有寒、暑
假各回家一趟。 常年坚守，他把自己当成了本地
人。 他说：“村里大部分孩子是我的学生，村里人
我基本认识。 村民们很关照我，逢年过节都有人
请我去凑热闹，感觉很温暖。 ”

今年是伍六飞参加工作的第4个年头，也是
他一个人独守毛家教学点的第4个年头。 不能在
家孝顺父母，也不能陪女朋友逛街看电影，这让
伍六飞感到有点惭愧。 他说：“既然选择了教书
这份工作，既然来到了毛家教学点，我就会把这
里当成自己的家，努力把这里的孩子教好。 ”

� � � �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雷鸿
涛 通讯员 罗德发） 8月27日至28日，
全国第七届侗医药学术研讨暨侗医药
理论培训会在位于怀化市的湖南医药
学院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侗医代
表、 医药专家学者近200人出席。

怀化市发展侗医侗药拥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 据中药材资源普查， 该市
有中药材1909种， 蕴藏量居全省第
一， 有“湖南西部药谷” 的美誉。 湖
南医药学院把侗医药列为重点研究领

域， 瞄准侗医药基础性、 前沿性课题，
开展系统研究， 推进侗医药走向体系
化、 现代化、 市场化。

这次会上， 专家学者提出， 侗医
药行业要注重对技艺的传承发展， 要
将散落在民间的手抄古籍、 专长绝技
和秘方等宝贵资源， 认真进行搜集、
挖掘、 整理和研究。 要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和管理， 加快药材和药物研发，
让侗医药走上正规化、 体系化、 现代
化发展轨道。

原创魔术脱口秀《男子 》
获魔术界“小金人”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周卉子）素有“魔术界奥斯卡”之称的“梅
林奖”再次垂青中国魔术师及其作品。 记者今
天从湖南大剧院获悉，湖南省演艺集团、湖南
大剧院与我国知名魔术师邓男子合作的原创
魔术脱口秀《男子曰》， 近日获得“梅林奖”
2017年度最佳华语魔术秀奖项。

“梅林奖” 是国际魔术师协会 （IMS）
对魔术师的最高肯定。 8月19日，邓男子在香
港领奖。 为他颁奖的国际魔术师协会主席托
尼·哈辛尼认为，《男子曰》很特别，它包含了
很多有意思的元素， 除了魔术外， 其中的戏
剧、舞蹈、默剧、脱口秀都非常出众。

据《男子曰》制作人、湖南大剧院副总经
理黄蓉介绍，《男子曰》 是国内首部原创魔术
脱口秀，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打磨，于2012年与
观众见面。 该节目每场演出时长近100分钟，
共有20多个子节目。 主演邓男子通过魔术、脱
口秀、舞台表演等多种形式，将幽默诙谐、紧
张刺激、温馨感人融为一体。 同时，每一次表
演， 都将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与新颖的魔术相
结合，全程笑点不断。 根据现场统计，一场演
出结束，观众会鼓掌近两百次，节目已成为老
少皆宜的奇幻盛宴。 如今，《男子曰》 已在上
海、长沙、厦门等地巡回演出上百场，累积票
房近千万元。

� � �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余醴 ）新学期临近，湖南汽车
工程职业学院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沙场练兵”———24日至28日，全校272
名专兼职教师齐上阵， 进行公开课展
示比拼。

该校此次大赛以构建“高效课堂”为
目的， 鼓励教学创新， 促进课堂教学改
革。大赛上，50多岁的教授与刚入职的新
教师同台竞技， 同教一门课的教师互相
交流借鉴教学方法。 新老师刘助春告诉

记者：“这几天我每天都来听课学习，大
受裨益，新学期我上课也有底气了。 ”大
赛还邀请专家做评委， 对评级不合格的
老师，学校将采取“老带新”、培训等帮扶
措施，帮助其尽快掌握教学方法。

据该校校长罗先进介绍， 学校历
来重视“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先后
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强教师实践动手能
力和教学能力，为创“双一流”高职院
校加强内涵建设。 近年来，学校“双师
型”素质教师比例达到83.4%。

� � �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罗雅琴 姚
学文 杨娜 ) 新学期就要开学了。 昨
天， 长沙市雨花区召开暑期教育工作
会议， 会上宣布10条禁令， 从严规范
学校办学行为。

10条禁令包括严禁任何部门、 单
位或个人以任何理由， 擅自征订教辅
材料以及超范围征订教辅材料； 严禁
中小学教师有偿家教、 有偿补课； 严
禁接受家长宴请、 收受家长红包礼金

和有价证券； 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学
生； 严禁向学生推销商品； 严禁强制
或变相强制提供餐饮服务并收费； 严
禁虚报、 截留、 套取、 挤占、 挪用学
生伙食费等。

雨花区副区长易静表示， 教育事
关民生， 全体教育工作者应进一步明
确自己肩负的神圣职责， 从严规范自
己的行为， 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满
意。

� � � �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陈鸿
飞 通讯员 沈祁衡）“生二胎先过身体
关，流动人口的高龄产妇发生流产、胎
儿畸形、早产等几率较高，怀二胎须慎
之又慎。 ”近日，衡南县流动人口健康
服务年活动启动仪式在县城云集镇文
化广场举行，通过开展婚育政策宣传、
妇幼保健服务、文艺表演等活动，倡导
全社会关注流动人口健康问题， 加强

健康科普，弘扬婚育新风。
活动现场， 衡南县卫计局、 县计

生协会工作人员设立了宣传服务咨询
台， 悬挂宣传横幅、 摆放宣传展板，
向群众宣传计划生育政策， 讲解慢性
病、 健康管理、 季节性传染病防控知
识等。 县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医务
人员还为居民们提供免费义诊与健康
咨询。

全国侗医药学术研讨会在怀化举行

教学大比武 为创“双一流”

雨花区“十严禁”从严规范办学行为

衡南启动流动人口健康服务年活动

毛家教学点,10名幼儿与10名小学生，每天面对的是同一名老师———

一个80后小伙子的坚守

备好新课本 喜迎新学期
8月28日上午， 长沙市第二十一中学， 教职员工忙着分类、 整理学生的新课本， 迎接新学期

的到来。 该校还对全校的用电、 消防以及设施安全进行了排查， 为学生提供一个舒适、 安全的学
习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丁敬文 摄影报道

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