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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建湘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不想听到下课铃声，只为再多听几
句……”

10月18日晚，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尧
学开设的第一节《漫谈大学文化》素质选
修课在中南大学本部教科南楼开讲，闻
讯赶来的学生将教室挤得水泄不通。下
课铃响后，学生们仍不愿离去，兴奋地请
院士签名、合影。

张尧学院士今年6月卸任中南大学
校长后， 主要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漫

谈大学文化》 是中南大学通识教育体系
中的一门全校性选修课程。 非常重视学
生价值观引领的张尧学院士主动提出为
本科生上这一素质选修课。 该课程共8
讲，每周三晚上举行。每讲围绕一个主题
展开讨论，以师生互动的形式组织教学。
张尧学院士希望通过对大学文化、 大学
创新、人才培养等话题的共同探讨，引导
同学们于专业学习之外，思考家与国、名
利与情义、当下与未来等问题，助力青年
学子的价值塑造和能力养成。

第一堂课当天恰逢党的十九大开幕。

张尧学院士以党的十九大开幕为引，与学
生谈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人应担当起为
国家强盛努力奋斗的历史使命。讲大学生
的价值塑造，“三观”养成，思考力、想象力
及行动力的有机结合等。在随后的互动课
堂，张尧学院士就学生提出的理想与现实
的冲突、人文素养的提升、创新思维的养
成、 新科技引发的社会变化等问题一一
予以解答。从自身成长的经历，与大家分
享了他的经验及认识，教导同学们在大学
期间应把善放在首位，扎实学知识，提升
自我，不断往前走。毕业后，无论身处何时

何地，把“以人为本”放在心上，牢记为人
民服务，尊重他人，珍惜所有。

张尧学院士开讲获得了同学们的追
捧。开讲前20分钟，300多个座位的大教
室挤了近500人。讲课中，不时还有听到
笑声与掌声好奇而来的学生加入。

“入学的时候，张尧学院士就给我留
下了儒雅、睿智和执着的印象。我渴望有
一天在教室聆听他对人生、对教育、对理
想的感悟和见解。 这门选修课帮我实现
了这个愿望。”中南大学微电子专业1601
班倪之博说。

湖南前3季度
专利申请授权量稳步增长
长株潭地区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7.61件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通讯员 周闯 记者 胡宇芬）今天，
记者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 今年前3季度湖南专利申请量
55474件，同比增长18.5%；专利授权量26887件，同比增长
2.31%。截至9月底，全省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32800件，每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4.81件。

数据显示，1至9月全省知识产权创造和原始创新能力
稳步提升。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分别为
20693件、24753件、10028件，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26.42%、
13.15%、17.04%。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分别
为5648件、14272件、6967件。让发明人的创新成果实现知识
产权化，专利代理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9月底，全省依
法设立专利代理机构75家，共代理专利申请23417件，占全
省专利申请总量的4成多。

从专利申请人的类型来看， 职务专利申请和非职务专
利申请各占申请总量的70.26%和29.74%。 在申请的职务专
利中，工矿企业28280件、大专院校9645件、机关团体538件、
科研单位514件。

从地区来看，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位居全省前3名的市
州是长沙、株洲、衡阳；专利申请增长率前3名的市州是张家
界、怀化、长沙；专利授权增长率前3名的市州是怀化、郴州、
常德。 据统计， 截至9月底， 长株潭地区有效发明专利共
25527件，占全省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近8成，其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17.61件。

ECD项目省级培训班开班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江繁）昨天，

由省妇联主办的2017年儿童早期发展社区家庭支持项目
（简称ECD项目）省级培训班在长沙开班。

ECD项目，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全国妇联针对0-3
岁儿童联合开展的一项公益事业。 湖南省自2013年承接该
项目以来，先后在长沙市芙蓉区、湘潭市湘潭县和常德市武
陵区、鼎城区、澧县等县区的27个社区（村）进行了试点。省
妇联大胆创新，不断拓展项目管理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适合
城市社区及农村地区的儿童早期发展社区家庭模式，其中，
芙蓉区和湘潭县的项目点通过聘请专人工作， 因地制宜开
展各类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得到全国妇联的高度肯定。

此次培训中，国家级专家们将为参训人员带来《大脑发
育》《养育与照料》《游戏与学习》《阅读与读写》《正面引导》
等多门课程， 内容涵盖了儿童早期发展重点领域中的多个
方面， 帮助家长和社区人员掌握儿童早期启蒙的基本理念
与操作方法。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艾志飞 黄志东

10月24日， 见到49岁的李玉时，她
正在厨房洗碗。令人惊讶的是，她竟然是
一位身患尿毒症10年的患者。“多亏了丈
夫10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 才让我活得
这么幸福。”李玉说起丈夫郑际志，满是
感激。

郑际志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创新实验
学校的一名教师。10年来，他一边教书育
人，一边照顾病妻。今年“七夕”节，郑际
志家被评为县“模范夫妻”家庭。此前，郑
际志多次被评为永州市“师德标兵”、县
“教学能手”等。

“只要妻子在，家就在”
2008年初，李玉突然感觉身体不舒

服，腰疼、头晕，时常恶心呕吐，血压不稳
定。她被诊断为患有尿毒症，开始了漫长
的透析治疗。

2011年2月，李玉病情加重，昏迷了3
天3夜。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郑际志
守护在妻子的病床前寸步不离，3天3夜
没合眼。李玉奇迹般苏醒了。

为了不影响妻子的教学工作， 郑际
志请求医生尽量把透析放在假日。“现
在，每两周要透析5次。我的工资基本上
给妻子治疗用了。”郑际志说。家里没有
买房，还住在学校的家属楼里。房里放满
了药袋、药瓶。

“如果不是他精心照顾，我早就不在

人世了。”李玉说。郑际志经常劝妻子想
开点。妻子病痛发作，他在妻子身边耐心
安慰；妻子身体不舒服，他给妻子全身按
摩；妻子行动不便，他为妻子喂水送饭。

“只要妻子在，家就在。苦点、累点算
不了什么。”郑际志说。

“学生就是我的孩子”
妻子有病， 但没有影响郑际志的工

作。
“是郑老师的帮助， 让我完成了学

业。”郑际志的学生欧阳丙銮说，母亲患
有精神病，还有两个弟弟，一家人靠父亲
种几亩田维持生计。郑际志了解情况后，

帮助她申请寄宿生生活补助， 还从微薄
的工资中拿出一些钱， 解决她的生活困
难。欧阳丙銮顺利完成了学业。

学生谢勇学习拖拖拉拉， 成绩不理
想。通过家访，郑际志了解到他父母靠摆
水果摊赚取家用，没有多少精力管教。郑
际志经常找谢勇谈心，谈父母的辛苦，谈
人生的理想，教他学习的方法。在他的精
心调教下，谢勇成绩上升很快，后来考上
了湖南科技学院。“没有郑老师的教诲，
就没有我的今天。”现在冷水滩工作的谢
勇说。

2009年、2010年县“师德标兵”，
2014年市“师德标兵”，2015年上学期县
“教学能手”。在郑际志的书房里，一沓厚
厚的荣誉证书，见证了他的荣耀。

“学生就是我的孩子。只要付出爱，
就一定能教好孩子。”郑际志说。

“不想听到下课铃声”
———中南大学学生听张尧学院士开讲《漫谈大学文化》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颜石敦）
今天， 记者在郴州市收藏协会常务副会
长池福民家里， 看到一块由清代嘉庆年
间岳麓书院山长罗典题写的“景效仁里”
木匾。池福民说，这块木匾是他从桂阳县
一位姓曹的居民家收购来的。

“景效仁里”木匾长200厘米、宽70
厘米，由杉木拼板制作，中间雕刻“景效
仁里”4个大字，左侧雕刻“嘉庆丁卯冬”
“慎斋罗典”两行小字。虽距今210年，木
匾仍字迹清晰，所有文字采用阴刻勾边，

立体感强。“景效仁里”意为效仿前人，充
满仁爱，和睦相处，安居乐业。

池福民介绍，罗典（1719—1808年）
曾任御史、四川学政等官职，是清代赫赫
有名的国学大师、湖湘文化杰出代表。罗
典后因母亲年迈辞官还乡，1782年始任
岳麓书院山长，前后长达27年。桂阳曹德
赞在乾隆年间就读于岳麓书院， 深受罗
典赏识。嘉庆丁卯冬(1807年)，曹德赞邀
请罗典到桂阳做客， 桂阳曹氏宗亲请罗
典题写了这块木匾。

郴州发现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罗典题匾

�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通讯员 刘
新庆 记者 龙文泱）今天，由长沙市刘少
奇同志纪念馆与俄罗斯列宁纪念馆合作
主办的“《中俄友谊奠基人刘少奇》暨《醉
美花明楼》 图片摄影展览” 在列宁故
乡———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列宁纪
念馆开展。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文化部长
西多罗娃·叶夫盖耶夫娜、刘少奇同志纪
念馆与列宁纪念馆负责人及刘少奇同志
亲属代表等出席了开展仪式。

本次展览是列宁纪念馆纪念十月革命
胜利10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部分，将持续

3个月。《中俄友谊奠基人刘少奇》 图片展览
分为“优秀湖湘学子”“留学东方大学”“就职
职工国际”“四次国事访问”“在俄学习和
工作的子女们”5个部分，共展出图片资料
120幅。《醉美花明楼》摄影展览共展出刘少
奇故乡花明楼的人文风光摄影作品100幅。

在开展仪式上， 中国访问团向列宁
纪念馆赠送了文化创意产品中国红瓷伟
人肖像、 两国国家元首习近平及普京中
国红瓷盘像、列宁中国红瓷盘像、刘少奇
中国红瓷盘像、 刘少奇同志组合纪念像
章套装等礼物。

《中俄友谊奠基人刘少奇》图片展
在列宁故乡开展

是好丈夫，也是好教师

书香社区
10月24日上午，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街道丰园社区，市民在社区图书馆阅读。去

年6月以来，该区文体新局在丰园社区建设图书馆，指导居民成立读书俱乐部和读
书推广会，营造了浓厚的读书氛围。近日，该社区被中国图书馆学会评为2017年全
国“书香社区”。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熊其雨 摄影报道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1869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90
598
5903

2
13
148

2165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1728
71952

229
1727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10月25日 第2017125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1439856 元
02 2303 04 05 12 18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0月 25日

第 2017291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525 1340 2043500

组选三 0 446 0
组选六 2800 223 624400

7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