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叶作画 美化生活
12月6日， 怀化市洪江区中山路小学开展以“落叶作画 感知深秋” 为主题的绿色环保教育活动。 学生

在老师的指导下， 利用校园里枫树、 梧桐树、 银杏树的落叶， 粘贴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画。
刘文颖 肖丽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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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建辉 罗凡砚）一根缝衣针，竟
扎进11岁的小军（化名）身体，穿透右心
室并刺破左心室，严重威胁生命。 记者
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获悉，12月5日，经
过医生争分夺秒与针“角力”，成功从小
军胸腔取出2.2厘米的缝衣针。

“医生！ 我家孩子身体里扎了一
根针。” 12月5日凌晨3时， 焦急的家
长抱着11岁的小军来到湘雅医院急
诊科。 CT报告显示： 左侧胸壁下尖
状强回声影， 穿透心包膜， 刺入心腔
内， 考虑异物。

“如果针穿出来， 会导致大出
血； 如果在体内生锈， 会引起感染或
发生破伤风； 更危险的是， 针在心脏
内很可能通过心脏跳动‘跑进’ 心肌
里面， 手术难度更大。” 湘雅医院心
脏大血管外科蒋海河教授当机立断：
必须尽快取出来！

一场医生与针的“角力” 开始
了。 为了获得最直接、 最简短的手术
路径， 手术前， 蒋海河带领团队精准

定位， 明确针尖已穿透右心室并刺破
左心室腔内7毫米。 凭借平时积累的
大量心脏微创手术经验， 手术团队从
小军左侧第四肋间胸骨旁3厘米切口
进胸， 寻找缝衣针。

“虽然不是‘大海捞针’， 但相
对于整个胸腔来讲， 找针的难度还是
比较大的。 更何况， 针在体内可能会
移动位置。” 王霖博士介绍， 开胸后
大家仔细寻找， 花了10分钟左右， 发
现针尾在右心室， 几乎完全没入心
脏。 医生顺利夹出长约2.2厘米的缝衣
针。 12月5日下午， 小军拔除了气管
插管。 目前， 小军恢复良好， 已经可
以正常交流、 进食。

一根缝衣针， 为何会扎进11岁孩
子的心脏？ 家人推测， 很可能是在缝
衣服时， 没及时拔掉缝衣针， 导致缝
衣针意外刺入孩子体内。

湘雅专家提醒， 家里锋利、 尖锐的
物品一定要放置在小孩接触不到的地方。
如果被针、 钢丝等异物扎入体内， 一定
要及时到医院取出。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吴涛

“孩子，你是折翼的天使，是含
苞的花蕾。只要你健康快乐，我愿意
成为滋润你成长的泥土。 ”12月5
日， 涟源市湄江镇中心小学教师邱
凤姣在工作记录本上， 写下这样一
段话。这位“折翼天使”，就是她班上
的小女孩李欣怡。

2015年9月1日， 小学一年级入
学。 一位家长找到邱凤姣，要求将小
孩换到离厕所近一点的班级。 邱凤
姣这才注意到， 不远处坐着一个小
女孩，穿着不合时节的长筒靴，正兴
奋地四处观察。 家长告诉她，李欣怡
两岁时遇上车祸， 已经做了14次手
术，左脚掌和右脚跟被全部切除，无

法行走。
一时间，邱凤姣的心揪紧了。她

说：“不要换班！我也是一位妈妈，在
学校就由我来照顾孩子吧！”简单一
句承诺，成为邱凤姣多年来的坚守。

小欣怡的生活有太多不便，吃
饭、上厕所、洗手、玩耍……一切都
需要帮助。邱凤姣成了李欣怡的“老
师妈妈”，定时背着她上厕所，并在
厕所安放了特制的小木凳。 下课总
是背着她去操场玩耍， 让她与其他
孩子一起坐在花坛边玩耍嬉戏。

在邱凤姣的引导下， 班上所有孩
子都成了小欣怡的好朋友， 大家陪着
她玩贴花、画画、做游戏。 不管她需要
什么，孩子们都会飞快地去帮忙；孩子
们做不到的，就会喊老师帮忙。

一个学期过去，小欣怡长高了，
学习成绩进入班级前5名， 成为全
班同学学习的榜样。

随着年龄增长， 小欣怡感觉到
了自己与其他同学的不同。 她不愿
被背着去操场玩耍， 不再在草地上
咯咯咯地笑。甚至一整天不喝水，只
是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 她总是
很落寞，拒绝邱凤姣的拥抱。

邱凤姣急在心里，深情地为她讲
张海迪、霍金等名人故事，把她漂亮
的铅笔字张贴在展示栏，把她的看图
写话作为全年级的范文，并自学心理
知识疏导小欣怡。通过一段时间的精
心呵护，小欣怡打开了心扉，又回到
了邱凤姣的背上。草地上、花坛边，又
飘荡着她清脆的笑声。

今年7月4日，是小欣怡做截肢
手术安装假肢的日子。 原本答应陪
她去做手术的邱凤姣因遭遇车祸，
三节腰椎滑脱，无法行走。她送给小
欣怡一个微笑的布娃娃， 并通过微
信视频，鼓励小欣怡时常保持微笑，
“老师妈妈”始终会陪着她。 安装了
假肢的小欣怡变得更加开朗， 抱着
布娃娃， 高兴地围着邱凤姣一圈一
圈地奔跑。

两年半的精心呵护， 邱凤姣成
了小欣怡的亲人。 看着活泼可爱的
小欣怡， 老师们感慨地说：“背着背
着，小欣怡就在你的背上长大了！ ”
其实，邱凤姣早就下定了决心，一定
要陪伴小欣怡度过6年快乐的学习
时光，让她的人生如花般鲜艳。

� � � � 湖 南 日 报 12月 6日 讯 （记 者
姚学文）又到招聘季，如何让即将跨出
校门的大中专毕业生面对竞争激烈的
职场，更好推销自己，提高求职能力？
今天， 长沙市教育局在长沙信息职业

技术学校举办首届大中专学生模拟职
场，让学生们在“真实化”“舞台化”“可
视化”环境中，与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人
员面对面， 以磨练其求职推销和应变
能力。

此次活动分为“开门见山”“伯乐
相马”“薪动时刻”三大环节。先播放一
分钟参赛视频， 学生们可展示自我。
“伯乐相马”环节，场上企业人员向学
生进行现场考核， 包括提问、 能力测
试， 对其各项技能进行综合分析。最
终，通过了职场考核的学生，现场签订
实习就业意向书。

缝衣针扎进11岁少年心脏
湘雅医生妙手“捞针”

她在老师背上长大

长沙大中专学生“模拟职场”显身手

�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明）近日，新化县召开第二
届梅山武术节新闻发布会。本次武术
节将于12月21日至22日在新化举行，
届时将有大批专家学者、各路武林高
手齐聚新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研
究梅山武术的发展与传承。

新化古称“梅山”，民风崇文尚武、厚
德重义，被誉为全国武术之乡。梅山武术
被列入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近年来，在国际国内各类赛事中，梅
山武术获得奖牌1000余块。

梅山武术在形式上保留了古老的传
统，功法独特、攻击性强，无虚架花招，套

路繁多，手法勇猛刚烈，灵活多变、攻守
自如。梅山武术有其独特的器械，既有铁
耙、铁尺、齐眉棍等，又有日常生活用具，
如条凳、方桌、长烟筒、雨伞等。

第二届梅山武术节旨在更好地传
承和保护梅山武术，加快文旅深度融合，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活动包括开幕式、全
省湖湘武术展演活动、 全省文武学校校
长论坛、 全省传统武术门派拳种交流大
赛暨新化县第五届传统武术大赛。

�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贺佳）
今天下午， 我省公办高校湖南文理
学院与民办高校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正式签署“一对一党建结对帮扶”
协议书。 这是继今年6月， 我省向15
所民办高校选派党委书记后， 加强
民办高校党的建设的又一创新举
措。

目前， 我省共有民办高校15所，
在校学生达13.5万人， 占全省高校在
校生的10.5%。 民办高校同公办高校
一样， 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
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使命。
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 是
确保民办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 ， 提升整体办学水平的根本之
策。

根据协议， 湖南文理学院将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 大力指导湖南应
用技术学院开展党建思想政治工作。
其中， 通过加强干部交流， 指导帮
助其提升管理治校水平； 建立党务

干部定期工作交流机制， 指导其开
展党支部书记、 组织员的业务培训
工作， 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 提高
党员教育管理水平， 深入推进“两学
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严肃
党的组织生活， 健全“主题党日” 制
度， 增强党员党性观念， 不断增强党
组织的凝聚力、 创造力和战斗力。 以
党建为引领， 两校还将在学科专业
建设、 教学评估、 科学研究、 师资队
伍建设、 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
位帮扶与合作。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湖南文理学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李
钢表示， 两校开展党建结对帮扶， 是
对我省向民办高校选派党委书记这
一制度安排的延伸和拓展， 必将充
分发挥民办高校党组织的政治核心
作用， 确保站稳“我是谁” “为了
谁” “依靠谁” 的政治立场， 更好履
行“培养什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
人” “为谁培养人” 的使命任务。

湖南文理学院与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开展党建结对帮扶
公办牵手民办 共促高校党建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章仙踪 林毅

9名老师为1名学生上课。 这件
事发生在常德石门县。

今年下学期开学的第二天，八
年级女生杨帆在母亲杨书芳的搀扶
下，走进了石门县皂市中心学校。杨
书芳流泪请求：“再给小帆一次学习
的机会啊！ ”

杨帆的家住在皂市镇岳家铺
村， 家校之间往返有20公里山路。
2014年9月杨帆读七年级， 后因病
休学，被确诊为“格林巴利综合症”，
主要症状是肢体各种感觉障碍。 父

母带她各处求医。
但杨帆酷爱学习， 今年9月身

体恢复了一点点， 就跟母亲说想去
上学。她身体虚弱，哪怕是踏上一级
台阶，都很艰难。要爬上3楼的教室，
更是不可能。站在教学楼下，杨帆向
楼上仰望，眼里含着泪花。

看到求学之情如此强烈的孩
子， 蔡校长当即表态：“只要孩子能
坚持，我们就送教上门。 ”

一诺千金。 学校教导处迅速作
好安排， 宣布了送教人员及送教时
间表。 自9月2日起，一共9名科任老
师，包括七大学科的教学能手、心理
辅导老师在内， 每个星期四给杨帆

上门送教。送教前，通过电话沟通好
内容，确保教学效果，课后有作业、
小测。返校老师批阅作业后，由下一
轮老师带去。

没有一个老师提及报酬， 就连
茶水都是自带， 生怕给杨帆家里增
添负担。

“我们要求，送教老师返校后，
不仅要上交教案， 还要报告孩子的
学习情况和身体恢复状况。”蔡校长
说。

老师送教上门后， 杨帆制订了
详细的康复训练、学习时间安排。每
天早晨7时起床， 由奶奶搀扶着，到
500米远的屋后水库边做康复训

练。 9时30分到12时30分是学习时
间。 午睡到下午2时30分，再学习两
小时，又是康复训练，即走路和登台
阶。

开学以来， 杨帆的成绩有明显
进步，语文、数学、英语、生物、历史
都是及格以上，政治、地理达到80
分以上，保持了中等生水平。

给杨帆做心理辅导的万老师
说，孩子非常坚强，渴望早日回到校
园。 杨帆的母亲杨书芳说，12月6日
是孩子15岁的生日，她特意把收到
的生日礼物———石门橘子， 留给第
二天上门的老师吃。 12月7日，星期
四，又到了杨帆最期盼的日子。

9名老师送教上门

她在家中圆了上学梦

�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曾永强 李元敏） 近日， 第八
届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开放强
省” 专场报告会在长沙举行。 柳思
维、 刘国华、 刘茂松等400余名全省
社科专家， 就湖南“开放强省” 战略
的理论和实践， 进行集中研讨， 长
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开放发展
职业教育的经验引关注。

近年来，长沙商贸旅游职院在课
程设置、教师队伍培养、专业群开发
等方面，大力实施开放发展战略。 一
方面，他们积极“走出去”。 今年暑假，
200多名骨干教师， 被派遣到清华大
学、浙江大学等6所著名高校，开展为

期两周的专业培训。 2015年以来，学
校共有5批100来人次， 分赴到美国、
新加坡、 法国等国进行专业培训。 通
过“走出去”，促进了教师队伍专业化
水平和国际化视野的提升。

另一方面， 学校积极开展“请进
来”。 近年来， 通过优惠政策， 调入
大数据研究博士、 教授邓子云等7个
教授、 博士来校任教。 学校因此成为
湖南省首批卓越高职院校建设单位、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基地。 每年立项的省市级课题
80多项， 部分研究成果被应用到政
策制定、 行业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
过程。

� �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村庄秀美整洁，村民们读
书看报，吹拉弹唱，其乐融融……12月6
日，参加永州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推进会的人员，走进祁阳县竹山村等现
场观摩，交流经验。

近年，永州市坚持以“乡风民风美
起来、人居环境美起来、文化生活美起
来”为目标，不断推动全市农村从“一处
美”向“一片美”、从“环境美”向“生活
美”、从“外在美”向“内涵美”发展。 该市
大力培育新型农民、优良家风、新乡贤
文化，乡风民风进一步美起来。 蓝山县
毛俊村等7个行政村成功创建全国文明
村。 目前， 全市涌现各级文明村镇399
个，建成美丽乡村64个，完成512个村的
环境整治，规划建设美丽乡村精品旅游
线路21条。 持续开展“道德之乡讲道德”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和“道德模范”等评
选表彰活动，全市涌现76名县以上道德
模范、35名“中国好人”和“湖南好人”。
东安县教师吴才有家庭被评为“全国文
明家庭”。

永州乡村文明
花开满园

乡风民风、 人居环境、
文化生活美起来

全省社科专家聚长研讨“开放强省”
长沙商贸旅游职院职教发展经验引关注

第二届梅山武术节将在新化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