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8日，学生展示正确的坐姿和书写习惯。 当天，新晃侗族自治县
方家屯小学开展行为习惯养成教育成果展示活动，12个班的600余名
师生齐聚操场展示正确的站立、坐姿、阅读、书写等文明礼仪习惯。

杨小成 舒象彬 摄影报道

文明习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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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通讯员 王轩 邹敏 曾朝阳 邓崛峰

9月， 是学校迎新季。 自9月1日
起，湖南各大高校相继开学，迎来了又
一批青年学子。

“面对学习，
请爆发出你们的‘小宇宙’”

9月11日上午，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2017级新生开学典礼在新校区体
育场举行。

校长田红旗发表热情洋溢的讲
话，她寄语新生：“面对责任，请伸出你
们的‘铁肩膀’，并非什么都是‘浮云’；
面对学习，请爆发出你们的‘小宇宙’，
不要做缺乏自制的‘逍遥族’；面对探
索，既做坚定给力的‘践行者’，又做天
马行空的‘独行侠’；面对未来，让理想
在连接地气中变‘踏实’，在不懈努力
中更‘丰满’！”

美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政府友
谊奖获得者、中南大学专家提摩西·
比利尔先生，在开学典礼上发言，他
祝愿新生在这场重大的人生转折
中，境随心转，前行路上遇见更美好
的自己。

“邮你·更美好”

9月10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6034
名本科新生，开始接受为期半个月的军
训洗礼。一群高年级的学长奔走于各个
军训方阵中，将400多张承载着新生家
长深情关爱的校园明信片逐一送出。

原来， 在9月7日至8日2017级新
生报到期间，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在家
长休息区开展了“邮你·更美好”活动。
不少新生家长参加这一活动， 即在学
校免费提供的校园明信片上写下想对
孩子说的话。

“大学是青春激昂的四年。用好时
间充实自己，为今后的骄傲做准备！记
得我的名言：欠的总要还！”该校政法
学院法学专业1班李同学的父亲在明
信片上写下对孩子的寄语后， 郑重地
签上自己的大名。“大学是圆梦的地
方，圆梦之路只有拐点没有终点。努力
求学，方不负青春！”……其他一些新
生的父亲也都侧重于对孩子提出要
求，严厉中饱含期望。

学校为“求睡下铺”女孩
改装宿舍

9月9日，是衡阳师范学院2017级

新生开学报到的日子。 该校新生、19
岁常德女孩陈明珠走进自己的寝室，
立刻被眼前温馨的景象感动了： 学校
不仅给自己安排了下铺床位， 而且床
单被子枕头，洗漱用品等一应俱全，连
晾衣架都准备好了。

原来，陈明珠8岁时，母亲因意外
成了植物人。16岁时，她自己又不幸患
上突发性脊柱侧弯， 通过手术在脊柱
上打上了一块钢板，至今未取。这位坚
强的女孩忍受着身体不适带来的疼
痛， 和家庭不幸带来的精神压力勤奋
学习，今年以高出本科线30多分的成
绩被衡阳师范学院录取。

今年， 陈明珠将进行摘取钢板手
术，为了手术后方便养病和生活学习，
7月31日确认自己被衡阳师范学院录
取后， 她给学校发来求助信请求睡在
下铺。学校接到信件后十分重视，为此
赶制出第一封录取通知书， 并决定免
除其四年学费。 学校后勤部门为她改
装了宿舍， 将原住四人的房间改为只
住三人，将原本“上床下柜”式整套用
具特意为陈明珠改为床铺， 旁边设柜
子作为她的生活区。 学校还特地安排
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与她同住， 以照
顾她的学习和生活。这一切，让陈明珠
惊喜不已。

新生报到
搭上“互联网+”快车
9月8日开始，长沙理工大学万余名

新生陆续来校报到。与以往新生报到时
人山人海的情况不同，今年长沙理工大
学偌大的校园显得有些空旷。

原来，今年长沙理工的新生报到
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远程报到、
自选宿舍、“一对一”志愿者、非税移
动缴纳平台等等，新生们不必穿梭在
各种报到点，不必拖着繁重的行李寻
找宿舍楼，不必在宿舍楼下排队领取
生活用品，全程报到“不折腾”。

长沙理工大学新生报到注册实
际上从8月份就开始了。 新生收到长
沙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掌上
长理”APP就正式对新生开放。 到校
前，已有超过95%的新生通过“远程迎
新自助服务系统”， 坐在家里就完成
了个人信息采集、到校方式、入学教
育测试、选择宿舍床位等入学事宜。

为了给新生提供便捷周到的报到服
务，长沙理工大学还开展了“一对一”志愿
者服务。志愿者在新生未到校前通过远程
服务平台提前与新生联系， 新生来校期
间，志愿者会与新生取得联系，在相关证
件核对无误后直接引导新生入住宿舍。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陈薇）记者10日从第6届

“艺术长沙” 展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本届展览将于2017年12月16
日至2018年2月26日， 在谭国斌
当代艺术博物馆、 长沙美术馆举
行，免费对市民开放。

本届展览由谭国斌策展，英
国雕塑艺术家安东尼·葛姆雷和
我国画家何多苓、庞茂琨、萧昱、
袁武的作品参展。 此次参展作品
既有展现俄罗斯风貌的系列作

品，也有以湖南伟人为创作原型
的作品。安东尼·葛姆雷表示，长
沙人很有精气神， 每到一次长
沙，渴望更加了解长沙，希望为
长沙的建筑物增加艺术元素，体
现长沙的发展。

“艺术长沙”展自2007年9月
由谭国斌推出， 至今已走过10年
历程， 已成为长沙的艺术文化品
牌。 本届展览由省广播电视台、省
博物馆、长沙市政府、长沙市委宣
传部、长沙市文广新局主办。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杨丹 ) 为纪念秋收起义90周年，
9月9日，“达意堂杯” 全国书画
大赛颁奖仪式暨获奖作品展在
长沙开幕。 本次展览由湖南省
文史研究馆主办， 共展出书画
作品240幅。

90年前的今天， 在湘赣边
界， 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
义， 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支工
农军队， 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

道路。翰墨咏志，丹青争艳，花鸟
寄情，山川抒怀。本次大赛旨在
用书画的形式回顾艰苦历程，缅
怀革命先辈，传承优良传统。

比赛自今年4月下旬开始征
稿，得到了全国30多个省、市、自
治区的艺术家和书画爱好者的
响应，共收到数千幅作品。经专
家评审， 现场决出一二三等奖，
并从来稿中遴选出330幅优秀作
品汇编成册。

湖南高校开学新气象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通讯员 屈
晓军 记者 左丹）今天，是长沙师范学
院新生报到的日子。 该校今年招收新
生近5000人，包括1700余名公费定向
师范生，其中，496人为初中起点专科
层次农村小学教师扶贫计划公费定向
师范生，分别来自怀化、张家界、郴州

等7市的21个县（市、区）。
在这496名扶贫计划公费定向师范

生中，李娟同学来自怀化市辰溪县鸡岩
村。 该村是长沙师范学院的定点扶贫
村，李娟的奶奶肖大妹，正是她即将就
读的师范预科部的党总支的结对帮扶
户。由于家在偏远山区，李娟同学虽一

早出发，到校时已是下午5点多。置身向
往已久的大学校园里， 她没有感到陌
生，该部党总支副书记卜朝相亲切地接
待了她并嘘寒问暖。 李娟同学激动地
说：“感谢国家的好政策，不仅让我们家
脱了贫，还圆了我的大学梦。”

2017年我省全面启动实施初中

起点专科层次农村小学教师公费定
向扶贫培养计划，面向各县（市、区）贫
困户家庭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按照
“自愿报名、择优录取、公费培养、定向
定期服务”的原则，定向招收培养专
科层次农村小学教师，培养工作全部
由长沙师范学院承担。学生毕业后回
所定向的县（市、区）乡镇以下农村小
学任教至少5年， 培养经费由省县两
级财政承担，其中省级财政承担70%，
县级财政承担30%。

湖南全面启动农村小学教师公费定向扶贫计划
长沙师院迎来496名扶贫计划师范生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 通讯员
曾欢欢 李妍蓉 记者 左丹）三氧化二
砷俗称“砒霜”（ATO），自古被认为是
“毒药之王”。然而，在湖南大学分子科
学与生物医学实验室， 砒霜经过叶酸
和人血清白蛋白的孵化， 就好像炼就
了“火眼金睛”，可靶向作用于癌细胞，
“毒药” 亦可变成慢性白血病治疗的
“良方”。日前，该成果已发表在国际顶
尖化学期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在医学界，砒霜可以治疗急性早幼

粒细胞白血病（APL）早已不是新闻。砒
霜中的砷剂对急性早幼粒细胞有诱导
分化作用，并使癌细胞凋亡。随着砒霜
的使用，APL患者的“五年无病生存率”
从此前的约25%跃升至约95%。 砒霜也
因此成为全球治疗APL的标准药物之
一。 然而，对于慢性髓性白血病（CML）
患者，砒霜却是一种既渴望又可怕的药
方。与砒霜在APL治疗中对癌细胞表现
出的靶向治疗不同， 在CML治疗中，砒
霜并不能有效地在癌细胞中富集，而高

剂量的治疗方案又易产生神经损伤和
肝功能衰竭等严重毒副作用。

针对这一难题，湖南大学“分子科
学与生物医学实验室（MBL）谭蔚泓
院士课题组” 巧妙借助砒霜和白蛋白
内部的巯基可逆结合作用的化学性
质， 利用对人体无毒性的还原剂将叶
酸连接的人血清白蛋白（FA-HSA）
的双硫键打开，然后与砒霜孵育，发展
了叶酸受体靶向的白蛋白砒霜纳米药
物（FA-HSA-ATO）。“白蛋白本身具

有一定的靶向癌细胞的作用，表面修
饰的叶酸则能进一步有效靶向癌细
胞， 增强砒霜在肿瘤细胞中的富集。
它们相当于为砒霜增加了双眼睛，能
更精准找到癌细胞，投放砒霜、杀死
癌细胞，减少砒霜在正常器官组织的
富集，从而实现在有效治疗CML的同
时降低砒霜毒副作用。” 研究团队成
员彭咏波副研究员告诉记者。

该项研究为拓展砒霜在慢性髓
性白血病和其他肿瘤的临床应用提
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目前该课题组
正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争取开发相
关的临床应用的治疗方案。

给砒霜安双“眼睛”“毒药”可变“良方”

第6届“艺术长沙”展12月开展

纪念秋收起义90周年
全国书画大赛作品展长沙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