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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喻诚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他， 因为恩师的一封信， 毅然踏上
回国路。

他， 在三尺讲台上， 坚守教学科研
工作近30年。

他， 被评为2017年湖南省优秀教师。
他就是湖南农业大学生命与科学技

术学院教授肖浪涛。

读完书信， 毅然选择回国
1995年， 肖浪涛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河滨分校植物科学系从事博士后研
究。 1998年， 包括美国航空航天局在内
的几家单位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他
能留在美国发展。

与此同时， 他收到了恩师胡笃敬先
生写来的一封长达8页的书信。 在信中，
胡笃敬先生询问肖浪涛过得好不好、 将
来如何打算， 并在信中表达了希望肖浪
涛能够回国发展， 共同把植物生理专业
发展起来的想法。 恩师的书信， 情真意
切， 感人肺腑。

肖浪涛读完书信后， 眼眶湿润， 只
说了一句话“我要回国”， 便举家回到湖
南农业大学工作。

创建实验室， 科研成果丰硕
回国之初， 条件非常艰苦， 没有专

门的科研实验室， 肖浪涛就把教研室办
公室“改装” 成了科研实验室， 办公桌
就放在实验台边上。

为了节约经费， 他和教师们一起，
动手进行简单装修， 给窗户刷油漆， 将
地板打磨、 抛光、 冲洗。 一个简单的科
研实验室成立了。 就这样， 他坚守教学
科研工作近30年。

如今， 这个实验室已成为植物激素
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和植物激素与生
长发育湖南省重点实验室等研究平台，
承担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
计划项目3项、 国家973前期研究计划项
目1项、 湖南省杰出青年基金、 湖南省科
技重大研究计划等各级课题共17项， 先
后获得湖南省科技进步奖5项、 国家授权
专利6项。

以身作则， 引导学生成长
肖浪涛坚持教书育人并重， 特别注

重培养学生如何做人， 与学生建立亦师
亦友的关系。 以身作则， 引导学生成长
为理想远大、 专业过硬、 诚实守信而又

勤奋努力的专业人才。
肖浪涛带的博士生王若仲告诉记者，

肖老师看起来很严肃， 实际上很和善，
总是用行动关心学生。 听说攻读博士的
学生出现家庭经济困难， 肖浪涛自掏腰
包为学生垫学费； 听说即将毕业的学生
心理压力大， 肖浪涛主动去找学生谈心；
发现学生做实验出了错误， 他耐心点拨，
提醒学生今后注意。 生活中的肖浪涛是
学生们贴心的朋友， 他经常带学生去劳
动， 分享自己的故事与经历。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辛勤的付出换来了累累硕果。 近年

来， 肖浪涛先后荣获“湖南省121人才工
程人选” “湖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培
养对象” “湖南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

“湖南省优秀研究生导师” “湖南省青年
科技创新奖 ” “中国侨界创新人才 ”

“湖南省优秀留学回国人员” “全国优秀
留学回国人员” “全国留学回国人员成
就奖” 等荣誉称号， 多次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接见。

记者采访完肖浪涛， 他又一头扎进
了科研实验室。 他总有做不完的事， 使
不完的劲。

通讯员 戚家坦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9月2日， 又一批青年学子步入湖南
大学校园， 而该校经济与贸易学院的黄
建欢教授却看不到这一批新生了。

今年7月12日， 年仅43岁的黄建欢因
病去世， 离开了他热爱的课堂、 挚爱的
家人和牵挂的学生。 噩耗传开， 他的同
事、 同学、 学生纷纷自发从全国各地赶
来为他送行。

而他用自己离世前在病床上写的一
首诗， 向众人告别： “请不要担忧我永
远离去/柔润的春风会吹响我的问候/多
姿的云彩会呈上我的节目/请不要担心我
一路孤单/兄弟的思念会驱走独行的寒
冷/朋友的牵挂会带来重生的温暖”。

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3岁。 而他
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对学生的一片深情，
却不断地在湖南大学校园内外流传。

身患癌症， 依旧坚守在教
学科研一线

黄建欢出生于湖南绥宁农村， 经济
学博士毕业后， 2006年来到湖南大学任
教， 是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经济数
据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去年8月， 黄建欢被检查出身患癌
症， 但他并没有告诉周围的朋友和同事，
一如往常坚持教学科研的第一线， 乐观
地与病魔作顽强抗争， 也就是这一年，
他先后与合作者发表论文8篇， 今年4月
下旬， 专著 《区域异质性、 生态效率与
绿色发展》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并获得湖南大学“我心目中最敬爱的老
师” “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黄建欢主要研究方向是资本市场与
投融资、 公司治理和能源经济、 金融产
业组织以及区域金融等。 他在病中坚持
与同行交流， 用QQ、 微信、 邮件等对学

生指导， 3名研究生顺利毕业。
2013年6月， 黄建欢带头筹建经济数

据研究中心。 那年， 他放弃暑假， 所有
数据他亲自测试， 用心分类， 他将自己
多年来积累的数据成果共享给中心 ，
2016年下半年， 身患重病的黄建欢仍坚
持组织中心验收工作。

经常和黄建欢合作论文的学院教师
华岳回忆， 黄建欢常常凌晨一两点还在
给他发学术邮件， 最后一条微信是 ：

“兄弟， 我身体可能有点问题， 要拜托你
把它继续完善下去了。”

近年来， 黄建欢主持包括国家自科
基金、 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6项， 在SCI、
SSCI及国内高水平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
多篇， 先后获得“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
教师教学能手”、 学校“优秀教师”、
“教学成果一等奖” 等。

今年3月份开学， 黄建欢来到院长张
亚斌教授办公室请假， 这才将自己的病
情告诉了院长， 黄建欢说， 现在的病情
不得不住院治疗了。

恳请医生救治到7月， 让
自己送完这一届学生

“我热爱教师这份职业， 学生成长
和成功是给予我的最高荣誉。” 这是黄建
欢经常说的话。 在湖大， 他累计指导研
究生31名， 其中博士生2名， 留学生5名。

“那年我开题答辩，答辩不理想很伤
心，老师在外学习不忘发信息鼓励我。 老
师回来帮我找论文数据，后来论文被评为
湖南省优秀毕业论文。 ”学生陈娟娟回忆。

“我毕业论文中期答辩，论文数据处
理难度较大，黄老师提出很多建议，在结
束答辩后当晚近11点，打电话过来安慰我
慢慢来。 老师还担心我的小情绪，我结束
通话后就感动得哭了。 ”学生彭花含泪回
忆。

“我的研究生都很优秀，恳请各位老
师多给予指导帮助， 帮助他们顺利毕业、
就业！ ”写下这句话的时候，黄建欢正大出
血，生命垂危。 他对医生说：“恳请救治到7
月，让我送完这一届学生。 ”

得知老师离世， 学生们自发从全国
各地赶来参加老师的告别仪式， 再送一
送敬爱的黄老师。 那些天， 学生们自发
在微信朋友圈哀悼怀念自己的好老师。

病床上， 含泪接过 “优秀
共产党员” 荣誉证书

黄建欢走了， 带着许多未竟心愿走
了。 他有个美好的家庭， 平时在家话不
多， 但一到上课或是学术讨论会他就滔
滔不绝； 他会督促学生锻炼身体， 还专
门送游泳票给学生， 不料自己却英年早
逝。

去年底，补交党费时，黄建欢在医药
费已花去几十万元的情况下，还向学院党
组织按时如数缴纳了党费12000余元。

今年6月底， 学校的七一表彰光荣册
中“优秀共产党员” 一栏， 就有黄建欢
的名字， 而那时， 他再也不能来到现场
接受表彰了， 他只能躺在病床上与病魔
做最后的抗争。 躺在病床上的他， 在接
过“优秀共产党员” 荣誉证书时， 已经
不能讲话了， 他双手紧紧抱住证书， 用
仅有的力气不住点头， 眼睛里含着泪。

弥留之际， 他仍不忘家乡父老乡亲，
他特别嘱托爱人从积蓄中捐出5至10万
元， 在老家六王村设立教育基金， 专门
奖励考上大学的农村子弟们， 并设立六
王村图书室惠及乡邻。

每一个生命都无比珍贵， 对黄建欢
而言， 43岁正是他厚积薄发的学术黄金
期的开始， 却过早离世， 让人感到深深
的遗憾和痛惜。 愿天堂里有他最爱的课
堂！

� � � �湖南日报9月8日讯（通讯员 屈晓军 记者 左
丹）今天下午，在湖南省庆祝第33个教师节座谈会
暨优秀教师表彰会上，14名“徐特立教育奖”获得
者受到表彰。 其中，长沙师范学院附属第二幼儿园
园长罗晓红，作为幼教界的代表获奖。据悉，这是该
奖设立以来获奖的首位幼儿园教师。

罗晓红1984年参加工作，33年来一直扎根
幼教一线，先后获评湖南省特级教师、湖南省师
德标兵。 2011年起，她担任长师附二幼主要负责
人，短短几年时间，将该幼儿园建设成为全省规

模最大、功能齐全、设施设备一流的省级教师培
训基地、省级示范性幼儿园。 同时，她以长沙市
罗晓红学前教育工作室、 长沙市特级教师农村
学前教育工作站为依托， 倾心培养大批幼教骨
干，持续开展送教下乡和对口支援等活动，通过
“一对一”帮扶长沙县10余所乡镇幼儿园。

1992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设立“徐特立
教育奖”。 作为全省教育系统最高综合性奖项，
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优秀教育工作者。 25年来，已
评选8届，共有96位教育工作者获奖。

� � � �湖南日报9月8日讯 （通讯员 邓崛峰 记者 左
丹）今天，长沙理工大学举行教师节表彰大会，重奖
在教育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一线教师。 2位杰出
教学贡献奖获得者各获奖5万元， 其他15位教学贡
献奖教师各获奖2万元。 这是该校连续第四次重奖
一线的教师，总计70余位教师受到表彰。

在这次教学贡献奖获奖者中，有从教23年未请
过病假和事假、也未缺过一节课的教师，有学生评
教为“可惜不能打5个优秀”的教师，有以春风化雨

般的温润和执著诠释坚定的政治信仰的思政课老
师。 本次获杰出教学贡献奖的体育教师潘红玲，为
改善孤独症儿童社交能力开展12年跟踪服务与研
究，曾获“湖南好人”称号；工科教师唐雪松教授坚
持举办“云影漫谈师生读书会”，以提升“工科男”的
人文素养。

长沙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付宏渊教授说：“他
们都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拥有他们，是学生成
长之福，是学校发展之幸。 ”

感恩师飞鸿，正报国情殷
———记湖南农业大学教授肖浪涛

� � � �一位年仅43岁的大学教授， 生命垂危之际， 心中依旧牵挂着自己的学生，
并对医生说———

“恳请救治到7月，
让我送完这一届学生”

幼儿园教师首获“徐特立教育奖”

长沙理工大学重奖一线教师
2位杰出教学贡献奖获得者各获奖5万元

� � � � 9月7日，怀
化市洪江区中山
路小学学生和老
师紧紧地拥抱，
感谢老师的 培
育。 在教师节到
来之际， 该小学
开展“一句祝福
语，一个拥抱，一
朵鲜花”活动，祝
福老师 节 日 快
乐。

刘文颖 肖丽
摄影报道

温馨一抱
谢师恩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贺威 通讯员 周承志

“39年来，我守着大山里的学校和孩子，只
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党和政府给了我很多荣誉，
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一名乡村教师的光
荣，明白了乡村教师的神圣职责。 ”

“当教师每天都带着自豪感上课、讨论，与
学生分享心中的理想、工作的快乐、生活的幸福
的时候，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必然也
是满满的正能量。 ”

9月8日， 我省庆祝第33个教师节座谈暨优
秀教师表彰会在长沙举行。 省优秀教师、省优秀
教育工作者、第八届湖南省徐特立教育奖、湖南
最可爱的乡村教师、 实事助学基金杰出教师奖
获奖者代表欢聚一堂， 分享教书育人的快乐与
光荣。

省优秀教师、 浏阳市职业中专教师苏雪珍
说，自己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一种特别的热爱
与眷恋。 担任女生辅导员的3年里，她创办了“珍
姐信箱”“珍姐热线”， 共收到2600多封学生来
信， 接听电话近万次， 为学生答疑解惑8000余
个；担任服装专业部主任的8年里，她组织时装
表演、才艺表演，带着学生为商店设计广告词、
做超市“实习营业员”。

郴州市永兴县油麻镇溪尾小学教师王国军
被评为“湖南最可爱的乡村教师”。 他坚守大山
39年，是留守儿童的知心朋友。 他就地取材、因
材施教，人们惊喜地发现，山村小学的孩子也能
取得好成绩。 写作课写山村的变化、操场上的游
戏活动，学生参加作文竞赛总能获奖；美术课画

校园环境、农田和水牛、大山和小溪、新农村的
喜人变化，8名孩子的画作获得国家级奖项；田
径队训练，就在乡村的泥巴路上挥洒汗水，参加
中心学校组织的运动会，1500米长跑比赛包揽
前几名。

“只有坚定理想信念的教师，才能当好学生的
人生导师。 ” 长沙市一中副校长冯建强从教30余
年，始终高标准要求自己。 他介绍，长沙市一中从
2014年起，向全体学生提出了“五自”教育（人格自
尊、学习自主、行为自律、生活自理、管理自治）理
念，并开展“高中生社会责任感教育”锻炼学生。

省优秀教师、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刘
正光凭着对职业的强烈自豪感， 不断提升教学
和研究水平，自身教学和科研成果丰硕，并带领
一个工科大学的外语学院从弱变强； 泸溪县思
源实验学校的土家族教师张爱莲， 关爱每一个
孩子，努力打造魅力课堂，从教十几年，几乎每
个双休日都在“送教下乡”中度过；省优秀教育
工作者、 长沙理工大学学工部部长黄自力坚守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一线28年。 该校通过14年的
探索，构建了“基础+主题+特色”的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模式，在培养“底色亮”“有灵魂”的当
代大学生上取得了明显效果。

省教育厅厅长肖国安在听了教师们的发言
后说， 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永恒主
题，省教育厅将抓住关键、多措并举，努力打造
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师德高尚、业务精湛
的教师队伍。 希望全省教师自觉对照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四有”要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

教书育人 快乐光荣
———我省庆祝第33个教师节座谈暨优秀教师表彰会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