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流浪10多年找女儿，父女牵手时，女儿对救助站
工作人员表示：“今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他！”

亲情，比阳光还温暖

2017年11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陈阳政治·文教12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11月21日， 在长沙城南的一个创作室
内，88岁高龄的刘省安老先生，挥着如椽大笔
奋力创作榜书 ，作品一气呵成，笔力遒劲，神
采飞扬。年近九旬还能写一米见方的大字，观
者无不伸出大拇指。

刘省安是湖南新邵人， 现为湖南省书法
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他从小酷爱书法， 小学受老师启迪， 运笔入
门。 小学到初中每逢书法比赛， 屡屡夺冠。
1952年参加工作， 成为教师， 手握钢笔、粉
笔，也没有放弃毛笔。青年时代的刘省安，通
过自学，琴棋舞唱，样样皆行。上世纪60年
代，县里的电影公司需要能写能画的人才，刘
省安被挑中，调至电影公司宣传组。他练书法
的时间更多了，先临“颜柳”，再习“二王”，特
别对古贴《灵飞经》很入迷。

1980年退休后，刘省安与人合伙经营字
画广告店。他每天抓住时间练习书法，力求长
进。几年后，邵阳市成立书协，他当选为理事，
从此， 常参与书法活动。“当时我感到与别人
比，相差太远，为了进步，甘当小学生，不懂就
问。每逢他们举笔，我特别留心观察，对他们

的书法作品，仔细欣赏，笔笔揣摩，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刘省安说。

平时电影银幕上出现的好字幕， 他最留
心观看。有时外出，看到一块写得好的招牌，
会站着看半个小时，如痴如醉，回到家就根据
印象摹写。有时阅读报纸或杂志，看到刊登的
书法作品，如获至宝，细心剪下来，以供学习
和参考。每次到新华书店，首先看的是字帖，
只要喜欢的不管多少钱，都要买下来，作为学
习资料。如此日积月累，年复一年。

练字成了他每天必做的功课，“一天不写
字，好似掉了什么东西，心慌意乱过不得。”写
起字来，他全神贯注，甚至是废寝忘食，为了写
好一张小楷千字文， 晚上常常熬到凌晨一二
点。写到中间，如误笔写错或漏掉一个字，全张
报废， 有时气得打自己胸口， 又重新写过。为
此，一夜又一夜，一张又一张，不知花了多少时
间和精力，总算写出了他自己较满意的小楷。

纸上云烟三夏汗，胸中碑帖五更磨。行走
在艺术的道路上，要耐得贫寒、受得寂寞、经
得孤独。刘省安是一介寒儒。早年“吃粉笔灰”
糊口，日后放电影谋生。但他都能泰然处之，
坦然对之，对自己的笔耕事业依然怡然自乐。
尽管字不疗饥，但爱好仍然与日俱增。

锲而不舍，终有所成。1990年，他参加炎黄子
孙国际书展获得了二等奖；1992年，又获中国硬笔
书展一等奖；1996年，获国际名人书展铜奖；2015
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北京邮政公司选登了刘
省安书法印制邮票邮册向全国限量发行。

也就在这段时间， 刘省安开始办书法班，
为培养“书法新苗”献余热。由于教导有方，名
声在外， 由开始的几个学生发展到最多一期
100多个学生。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几岁，大的有
60多岁。在浓厚的艺术气息中，刘省安的大女
儿刘平平和外孙女谢志锦，耳濡目染，都在书
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刘平平回忆，父亲教
她的时候，从一笔一画开始，很有耐心。她印象
最深的是父亲说的一句话：“写书法就像做木
工，先打磨好构件，再进行组合。”

恒心练就真功夫。刘省安说，书法艺术是无
止境的，要永不停步地追求；要重视悟性，在苦练
的同时，去领会笔画和字，形成变化规律，创造新
的艺术；学书要有“四心”，即恒心、专心、虚心、留
心，其中恒心最重要，是学习书法成功之母。

如今，虽已88岁高龄，刘省安每天仍然坚持
书写。让人不得不感动于他的淡定和执着，折服
于他的毅力与恒心。 用他自己的话说，“人虽已
老，书还未敢称老，所以我仍将努力探索。”

纸上云烟三夏汗
胸中碑帖五更磨

———记88岁书法家刘省安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记者 左丹 通
讯员 郑曼妮 ）今天，为期2天的第十六次
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学生工作研讨会暨大
学生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联盟成立大会在
湖南农业大学开幕。来自全国46所高等农
业院校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和学生工
作部(处)、研究生工作部(处)、招生就业部
门、校团委负责人及基层代表参会。

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乡村振兴

战略联盟，是由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
学、南京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湖南
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等8所高校共同
发起成立，首批共有52所高校。联盟的宗
旨是发挥人才优势和专业优势， 协同服
务乡村振兴战略，在服务中，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 培养担当时代振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

高等农业院校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 （通讯员 张觅
记者 左丹）“传统保健体育功法是中华民
族历史悠久的健身养身方法， 它包括导
引，吐纳，医药，起居，修身等众多养生理
念和方法……”11月21日， 湖南中医药大
学传统功法巡演团首场表演在芬兰赫尔
辛基大学Syk中学拉开序幕， 吸引了该校
300多名师生现场观看。

首场表演的主题为“华夏传情、情系
北欧”。 巡演团为芬兰师生们献上了彰显
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太极、武术和传统养
生功法、古筝演奏、中国古典舞、民歌独唱
等精彩节目。其中，行云流水的太极、英姿
飒爽的武术以及动作优美的马王堆导引
术、五禽戏等传统保健体育功法的表演更
是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追捧，现场掌声不
断。在节目最后，巡演团还进行了传统养
生功法的现场教学。

11月20日至29日，湖南中医药大学传
统功法巡演团一行20人赴芬兰、 爱沙尼
亚、挪威三国进行为期10天的中医传统保
健巡演演出及孔子学院文化交流活动。巡
演团成员主要由湖南中医药大学传统保
健队的学生构成， 这支队伍曾经代表中
国、代表湖南省在国际及国内传统保健赛
事中屡创佳绩。

本次巡演是中国国家汉办针对海外
孔子学院举办的巡讲、巡演和巡展“三巡”
活动的一部分， 旨在宣传和推介中国文
化。其中太极、武术是中国文化国际化推
广的重点之一。

首场演出由湖南中医药大学与赫尔
辛基大学孔子学院共同承办。赫尔辛基大
学Syk中学是当地规模最大、 最古老的私
立中学。这次巡演是该校建校以来首次接
待中国演出团。

中医药传统功法巡演团亮相北欧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 （通讯员 张智明
周厚明 记者 胡宇芬 徐亚平）美丽中国呼唤
美丽湖泊。今天，由中国科协主办的第七届中
国湖泊论坛在洞庭之滨的岳阳举行。 全国从
事环境保护和湖泊研究的专家学者及相关学
会、科协、部门等单位的来宾近800人参加了
论坛。

本届论坛以“湖泊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

绿色发展”为主题，中科院院士桂建芳等4位
专家作了主题报告。围绕“湖泊生态系统与生
物多样性保护”“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与综
合管理”“湖泊流域生态经济与绿色发展转
型”“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与发展”4个专题
分论坛，16名专家学者分别作了交流发言，开
展跨学科、跨行业的研讨。

据论坛组委会介绍，共征集论文117篇，经

专家评审，选录了50篇论文汇编成集，由人民出
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之前，论坛组织多学科专家
对洞庭湖及岳阳南湖进行实地考察调研，组织召
开专题座谈会，并撰写了《统筹湖泊流域管理，优
化资金使用效率》第七届中国湖泊论坛专家建议
书，供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参考决策。

论坛专家委员会还将发表《中国岳阳南湖
共识》， 以期促进社会各界对湖泊的关注和重
视。呼吁人们关注湖泊、珍爱湖泊、善待湖泊、保
护湖泊，实现人与湖泊的和谐发展、人与水的
和谐相处，树立“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意
识，全社会依法依规维护湖泊生态安全，让湖
泊更好地惠泽民生，造福人类。

第七届中国湖泊论坛在岳阳举行
将发表《中国岳阳南湖共识》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 (记者 余蓉)去
年，教育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不少学校开展一系列
研学实践活动。那么，究竟去哪里研学?如
何选择研学实践的目的地?
� � � �近日， 教育部公示第一批全国中小学
生研学实践教育项目评议结果， 选取了
204个单位为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14个单位为第一批“全国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其中，湖南
省的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湘潭市博物
馆、长沙市博物馆获评第一批“全国中小
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湖南长沙市中
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岳麓营地 (长沙市
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获评第一批“全国中
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

研学实践有去处 评议结果看明白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 （通讯员 杨玲 记者
段涵敏）今天上午，在长沙市开福区蔡锷北路荷
花池巷口处，一位80多岁老奶奶突然晕倒在地，
意识丧失。危急时刻，长沙市第一医院眼科手术
室护士易璐上班路过，紧急出手救治。

易璐回忆，老人倒在马路边，身边一位女

性家属正焦急呼喊。易璐赶紧上前，把老人就
地放平，查看老人生命体征。此时老人意识丧
失，脉搏搏动尚规整，胸廓有起伏，呼吸尚可。

易璐一手拍老人肩膀、呼唤老人，另一手掐
其“人中”，同时解开老人衣领，畅通呼吸道，询问
一旁家属老人有无高血压、心脏病等既往疾病，

是否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几分钟之后，老人意识稍
有恢复，慢慢睁开了一只眼睛。易璐又试着与老人
交流了几分钟， 老人这才双眼睁开， 意识逐渐恢
复。长沙市第一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紧急赶来，用
担架车把老人转运至医院进一步救治。

老人姓罗，今年81岁。据初步了解，罗奶奶
晕倒与寒冷刺激导致血压骤升等因素有关，目
前正在积极治疗。

长沙市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郦俊提醒，天
气寒冷，老人应适当减少外出活动，外出时避免
清晨等气温相对较低的时间点，最好有家人陪
伴并做好防寒保暖，以免发生意外。

八旬老人晕倒街头
过路护士紧急施救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李苗）深厚的历史底蕴，如诗如画的校园
风光，文明谦和的莘莘学子……近日，在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 湖南农业大学荣
获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荣誉称号， 成为我省
唯一获此殊荣的高校。

这是首届全国文明校园的评选。 文明校

园是继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
家庭后， 中央文明委开展的第五大文明创建
工程。 此前， 湖南农业大学先后于2005年、
2011年和2015年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

作为全国文明单位，近年来，湖南农业大
学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引领作用, 发挥社会实践
育人作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作用、心理

健康教育保障作用、资助育人帮扶作用、学生榜
样示范作用、就业创业的指导作用，培育和选树
身边的典型，塑造向上向善的校园新风。

该校构建了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文化活
动、传媒互动“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体系。连续14年开展校领导接待学生日
活动，连续14年开展“六求”素质拓展活动教
育，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
成为全省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示范项目。
拥有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全国模范教师、
感动湖南年度人物突出贡献奖等若干优秀教
师典型。

湖南农大荣获全国文明校园称号
为湖南唯一获此殊荣的高校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 （记者 沙兆华）今
天，第二届中国母婴产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暨
“全国母婴健康工程”启动大会在长沙召开。

此次论坛，旨在进一步促进行业企业、机
构、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之间的合作，共同推

动母婴产业的健康发展。 据预计，2017年中
国新生儿数量约2000万，随着“全面二孩”政
策的全面实施，2018年， 全国新生儿数量将
在此基础上至少再增加300万。 中国母婴产
业创新联盟常务副理事长李伟介绍， 目前我

国从事母婴行业的企业约30万家，从业人员超
过800万人， 并以多样性的形式分布在全国各
地和各个领域。

如何规范母婴行业经营秩序，打造优秀母婴
服务生态圈，促进整个母婴服务市场经济良性运
转，论坛期间，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纷纷建议要通
过“互联网+”，打造出母婴产业健康科学发展的
良好平台， 通过覆盖全国母婴家庭的科普APP、
母婴公益大讲堂， 切实提高国民营养健康素养，
引领我国母婴产业健康、有序、良性发展。

共同推动母婴产业健康发展
第二届中国母婴产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弘扬雷锋精神
11月23日上午，长沙市雨花

区左家塘街道湖橡社区， 居民在
参观雷锋事迹文化墙。今年，该社
区在提质提档中，重点打造了100
多米长的“永恒的雷锋精神”户外
文化墙， 介绍雷锋生平事迹以及
雷锋精神内涵， 弘扬和传承雷锋
精神。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熊其雨 摄影报道

通讯员 肖胜鸿 周继松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这就是我姑娘，我女儿，我的命……”
11月3日， 当从怀化市会同县赶来认亲的
杨海出现在新化县救助站时， 流浪老人彭
武翻身下床，顿时喜极而泣，父女相认、15
万多元钱款等物完成交接。目睹此情此景，
新化县救助站站长白新华一颗悬着的心终
于放下了，记忆的镜头回推到50多天前。

流浪汉的编织袋，
存放15万多元现金

“新化县中医院附近有一个流浪汉，请
前往救助！”今年9月11日中午，接到110电
话的新化县救助站站长白新华， 不顾刚下
乡回来的劳顿，立即赶到指定地点。此时，
他在一处垃圾池边，看到一位衣衫褴褛、满
脸胡须的流浪汉正在垃圾堆里翻捡东西，
旁边摆着两个编织袋。

白新华和工作人员将老人接到县救助
站，帮他洗澡，换好衣服，不时询问他的基本
情况。老人自称刘春，精神状态不太好。后来
经过医院检查， 确诊他患有睾丸癌等疾病，
救助站将其转移到专业医院进行治疗。

医治过程中， 医护人员发现老人携带
的编织袋里装着一大堆破旧衣服， 每件衣
服的口袋里装满沉甸甸的钞票， 外边用针
线歪歪扭扭缝了几针。 救助站和医院财务
人员赶紧对老人的所有财物进行清点，结
果有现金15.4万多元，还有存折、一代身份
证和独生子女证等物。

茫茫人海，
救助站帮助寻找亲生女儿

身份证信息显示， 老人叫彭武， 今年
70岁，是怀化市会同县人。独生子女证中
间夹着一张收养协议书，上面大意写着：彭
武妻子产下女儿彭海后， 因夫妻之间感情
不和，丢下女儿离家出走，彭武因工作原因
无法带小孩， 只得忍痛将其送养给一杨姓
夫妇……

随着老人病情稍微好转， 工作人员从

他嘴里获悉：老人出生在新化，后来在会
同县一家石墨厂工作，多年前办理了退休
手续，因为思女心切，退休后一边流浪一
边寻找女儿，那些钱是他在外靠一分一厘
攒起来的，因为常年漂泊在外，已经10多
年没领退休工资了。

“必须赶紧找到彭海！”白新华心里下
定决心，他带着救助站工作人员连夜踏上
了前往怀化的高铁，转车至会同，第二天
来到该县民政民族宗教局和公安局，请求
协助查找，最后在彭武原来生活过的会同
县坪村镇汽车站居委会，通过计生专干梁
小华打听到一个有用信息：杨氏夫妻收养
孩子后，将她改名叫杨海。

找到杨海后，白新华辗转电话联系上
她。“他不是我爹！” 电话中的杨海语气带
着明显的哀怨。

白新华将彭武身上的钱、工资存折等
事向杨海说了，没想到电话那端声音异常
决绝，“不管他有多少钱， 他都不是我爹，
我爹姓杨！”

30多年后，父女终相见

白新华与会同县公安、民政和乡镇负
责人一道，耐心做杨海的工作，征求她的
意愿。 杨海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
历， 她说：“我知道被亲生父母送养后，非
常自卑，也非常痛苦。在上初中的时候，生
父曾来学校看过我一次， 让我跟他走，我
没肯，因为养父母对我很好。从此，我开始
恨他，在心里他已经死了。”

白新华劝解杨海道：“你父亲现在患了
癌症，精神状态很不好，正需要你，请再仔细
想想，我们和您父亲一起在新化等着您！”

11月3日下午，杨海在丈夫陪同下，来
到新化县救助站彭武的宿舍。尽管30多年
未见，老人却一眼认出了女儿，泪水夺眶
而出，嘴唇因为颤抖而言语不清，杨海跪
在父亲膝下，连呼三声“爸爸”。

“自己也为人父母了，更懂得父亲当
年的难处！”杨海一边牵着父亲的手，一边
对白新华等人致谢。临走，她表示：“我身
上流着他的血， 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孝顺
他！”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 （通讯员 李章
陈茜 记者 余蓉）11月18日至22日， 由湖
南省教育厅主办的2017年湖南省大学生
健美操比赛举行。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健美操队在比赛中共获得高职专科组6枚
金牌，名列团体总分第一名，这也是该校健
美操队连续3年荣获该项目第一名。

本次比赛共有湖南大学、湖南师范
大学、湖南第一师范、长沙民政职业技
术学院等24所湖南高校的健美操代表
队参加。 长沙民政职院健美操队8名队
员共参加了6个项目的角逐。比赛中，队
员们表现抢眼，充分展示了当代大学生
的风采。

民政职院获省健美操比赛团体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