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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何佳玲 ） 记者今天从省文明办获悉， 2017年

“湖南好人” 12月榜单揭晓， 经各市州及省文明
委成员单位层层推荐、 网上投票、 群众评议和
专家评审， 刘慧、 朱国萍等27位群众身边好人
入选。

刘慧是湖南经视频道总编室企宣副组长。
2001年10月， 刘慧半岁的女儿被确诊为罕见的
地中海贫血症。 面对巨额医疗费用， 刘慧没有
放弃， 奔波于全国各大医院， 终于在2009年5

月， 顺利移植造血干细胞。 女儿痊愈后， 刘慧
策划、 组织举办了湖南省第一届地贫家长交流
会， 同时成立了湖南省地贫家长互助会。 8年
来， 刘慧通过各种形式， 线上线下募集善款400
多万元， 全省300多名地贫儿童受益。

朱国萍是浏阳市沿溪镇花园村的一个“袖
珍公主”。 1999年， 身高只有1.3米的朱国萍嫁
给了张俊仁， 获得了爱情的她同时也面临着丈
夫艰难的家境。 丈夫的两个弟弟， 一个长期患
病， 另一个离家出走， 两个弟媳也相继去世，

留下3个年幼的侄儿和体弱多病的父母。 为了生
计， 张俊仁不得不外出务工， 朱国萍一边照顾
卧病在床无法自理的婆婆， 一边创业开了家纺
店。 如今， 3个侄子已经长大成人， 侄子们在朱
国萍的言传身教下也心怀感恩。

此次评选中， 刘慧等6人获评为“助人为乐
好人”、 杨学军等6人获评为“见义勇为好人”、
向长江等3人获评为“诚实守信好人”、 陈自强
等6人获评为“敬业奉献好人”、 朱国萍等6人获
评为“孝老爱亲好人”。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名片
� � � �
� � � �李晶，1983年生， 湖北荆州人，湖
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公共课部党
总支书记、副主任、工会分会主席、思
想政治课教师。

自2008年参加工作以来， 她不仅
奋战在高等教育管理和服务一线，还
“阴差阳错”成为一名老师，虽然身兼
数职、每天忙得“连轴转”，但她却乐此
不疲、美在其中，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
“晶晶坨”，学生们则喜欢叫她“晶姐”。

故事
� � � �
� � � �工作9年了，“晶晶坨”几乎每天都
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

这不，年末了，李晶刚忙完一年的
教学任务， 又忙着为其他工作做收尾
总结。

教务工作、行政工作、党务工作、
工会工作、课程教学……同事们都说，
李晶工作起来是“跑”， 每天都是她
“刷”来“刷”去的身影。

身兼数职的李晶， 最喜欢的还是
思想政治课教师这个身份。

她笑着说， 自己其实专业学的是
行政管理， 并非科班出身， 一直是从
事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 但入职不久，
有一次教学老师休产假， 学院需要找
老师代课。 她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
始试讲， 没想到最后真的兼职走上了
讲台。

在很多人看来，思想政治课枯燥，
提不起学生们的兴趣， 老师必须要有
“唱独角戏”的心理准备。

但“晶晶坨”不想当这种“独角戏”
老师。 她说，看到台下的学生们，就好

像看到了自己当年读书的样子。
她专门研究出生在互联网时代学

生的心理特点， 研究如何让学生在思
想政治课堂“放下手机， 捡起书本”、
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
为大学生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 她
随身携带着泡着胖大海和罗汉果的保
温杯， 厚厚的教案经常是改了又改。

她不拘泥于课本， 除了透彻的理
论讲解， 还及时将社会热点事件进行
梳理，联系课本内容展开分析和学习。
她让学生们分组找出自己最感兴趣的
地方，编排话剧、情景剧，创新学习。鸦
片战争、中共一大……一个个情景剧，
让知识在分析交流中刻印进学生们的
脑海。

“萨德”事件爆出后，她花几十个
小时将近年来的重大事件及其前因后
果详细梳理，引导学生懂得“怎样才是
真正的爱国”， 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让学生们心服口服。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新时代”经
常挂在了她的嘴边，“不忘初心”“三个
‘必须’”“四个‘伟大’”“五个‘更加自
觉’”出现在《形势与政策》的课堂上，
速度之快让学生们直呼“晶姐威武”！

如今的思想政治课堂上， 也能时
时传出掌声、欢呼声和笑声，这让“晶
晶坨”十分骄傲。

2012年，“晶晶坨”被组织任命为
公共课部党总支书记。 在党务干部工
作岗位上，她不甘平凡，除了做好日常
的党建工作外，还大胆创新。

她创办“东方师生论坛”，7年来组
织35期主题论坛，获评湖南省教育系
统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五创四评活
动“十佳学习载体”等荣誉称号；她搭
建微公益平台， 随时接受党员教师捐
赠， 通过民间志愿者将爱心物资精准
送到有需求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手
中。

今年10月12日，得知院里对接的
一所小学需要爱心捐助，“晶晶坨”赶
紧组织老师们筹集玩具35个、文具25
份、衣物77件、书籍167本，用点滴爱
心温暖贫困学子。

虽然身兼数职、忙忙碌碌，但“晶
晶坨” 始终没有丢下过自己的研究工
作。 近5年来，她累计发表教研科研文
章10篇， 申请并参与了多项研究课
题。

“大家都说我工作量很大，还带着
两个孩子，为什么还这么淡定。原因很
简单，就是很喜欢，不觉得累。 如果可
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如沐春
风。 ”交谈中，记者从“晶晶坨”的眼神
里，看到了一种亮晶晶的赤诚。

预计元旦期间
高速公路总流量
同比增长约17%
交警提醒错时错峰避堵出行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 2018年元旦放假调休三
天， 假期时间为2017年12月30日至2018
年1月1日， 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
策。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预判， 假日期间全
省高速公路路网通行流量较平日有较大幅
度增长， 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为
560万台次左右， 同比增长约17%。

根据大数据分析， 结合全省高速公路
路网运行情况， 预判2018年元旦假期期
间， 日均流量维持在186万台次左右， 路
网流量特征呈前低后高的走势。 在出城和
返程阶段， 会出现明显的“潮汐” 现象。
因元旦节在假期最后一天， 综合返程叠加
等因素， 预判峰值日将出现在元旦节当
天， 当日流量较前两日略有抬升， 预计峰
值日流量在205万台次左右。

12月29日 （假期前一天）， 恰逢周五，
预判当天在16时至21时期间车流量增幅较
大， 流量将明显高于往常周末。 12月30
日和12月31日， 预计在上午9时至11时期
间， 会有间歇性出城小高峰。 在14时至17
时期间， 会有间歇性回城小高峰。 2018
年1月1日， 预计全天流量略高于假期前两
日， 自午后15时起， 流量逐步走高， 在17
时左右形成返程小高峰， 并持续至20时左
右。 在主要城市收费站出入口容易出现排
队和缓行情况， 请注意错峰返程。

高峰时段， 预判G4京港澳高速岳阳
收费站、 平江西收费站、 雨花收费站、 李
家塘收费站， G60沪昆高速湘潭北收费
站， G5513长张高速长沙西收费站、 朝阳
收费站、 泉交河收费站， S41长潭西高速
学士收费站， S20长浏高速长沙收费站、
永安收费站， S61岳临高速湘潭西收费站
将是易拥堵站点。

�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廖先珍） 12月26日， 湖南省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
湖南省肿瘤医院联合发布了2017年湖南省肿瘤登
记年报数据， 全省每年约有15万新发癌症患者，
有近10万癌症患者死亡。

数据显示， 发病率排名前10位的癌症为： 肺
癌、 乳腺癌、 结直肠癌、 肝癌、 子宫颈癌、 胃癌、
子宫体癌 （又称子宫内膜癌）、 卵巢癌、 淋巴瘤、
鼻咽癌； 死亡率排名前10位的癌症为： 肺癌、 肝
癌、 结直肠癌、 胃癌、 乳腺癌、 子宫颈癌、 食管
癌、 子宫体癌、 白血病、 淋巴瘤。

湖南省肿瘤医院院长刘湘国介绍， 本次数据
发布是我省21个肿瘤登记点收集的肿瘤新发病例
和肿瘤死亡病例的数据分析结果， 数据分析显示：

我 省 肿 瘤 发 病 率 为 213.2/10 万 ， 死 亡 率 为
142.03/10万； 男性发病前10位癌症为： 肺癌、 肝
癌、 结直肠癌、 胃癌、 食管癌、 鼻咽癌、 淋巴瘤、
口腔癌、 膀胱癌、 白血病； 女性发病前10位癌症
为： 乳腺癌、 肺癌、 结直肠癌、 子宫颈癌、 子宫
体癌、 肝癌、 胃癌、 卵巢癌、 脑瘤、 淋巴瘤。

值得注意的是， 肺癌持续高发， 仍居发病率
榜首； 我省的口腔癌发病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尤其在城市地区其发病率明显高于农村地区；
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从第五位跃居第三位； 宫颈癌
发病顺位高于全国水平； 乳腺癌成为危害女性健
康的第一大肿瘤。 专家提醒， 养成良好的生活方
式、 开展癌症的早诊早治筛查等， 是控制肿瘤发
病的方法。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王万超） 12月15日， 涟源市
委书记谢学龙来到蓝田街道光明山社
区， 在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同时，
向基层党员干部赠送党的十九大辅导
读物。 党员老李高兴地说：“有了辅导
读物， 我们可以更深入系统地学习十
九大精神。”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 涟源市开展
“知识竞赛” “征文” “社区文艺”
等各类主题活动， 在全市营造各群体
多形式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的良好氛
围。 市委常委带头进挂点贫困村、 社

区、 企业、 学校， 开展“四进” 宣
讲。 市委宣讲团进基层进行“面对
面” 宣讲， 机关干部、 帮扶队长、 离
退休干部、 学校师生以及志愿者等通
过集中宣讲、 网络互动等方式， 积极
参加学习。

同时， 涟源市积极做好党的十九
大相关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的征订、
赠阅工作。 市财政投入120余万元，
统一订购党的十九大报告单行本、 党
章及学习辅导读物， 赠送给3万余名
农村 （社区） 党员， 把党的声音传递
到基层。

“晶晶坨”，亮晶晶

李晶 图/傅汝萍

涟源：十九大辅导读物赠党员

“地贫妈妈”倾心帮助患病儿童
27人入选12月“湖南好人”

全省每年新发约15万癌症患者

梦想起航 感恩有你
12月24日，听障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表演舞蹈《红色英雄》。 当天，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翼之梦”残障

学生艺术团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举行艺术汇演，向支持帮扶特殊教育的人们表达感激之情。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12月22日是冬至节。 长沙县上方天空蔚
蓝，午后阳光暖暖的。

春华镇春华山村锻港组很热闹，71岁的石兴
龙和60多位乡亲坐到了露天会场上。 长沙县党的
十九大精神微宣讲“农村专场”活动在此开展。

“欧洲人坐地铁看书报，中国人看手机，
是不是说明欧洲人更爱学习？”长沙县委党校
老师杨华宏的问题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答案是， 中国的移动技术发展速度快，
在华为的基站铺设进去以前， 欧洲某些国家
信道比不上中国。 乡亲们聚精会神地听杨老
师讲述新时代、新变革、新思想、新征程和新要
求。

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龚新高是长沙
县人，受到良好家风的熏染；长沙县高桥镇金
桥村家家户户把好家训挂到了柱子上、 门联

上， 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微宣讲团成员刘
彦为从好家风入手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金井镇双江卫生院彭渡讲分享贫困户黄
立夫的故事。 老黄身上从头到脚长了数百个
瘤子，双江卫生院获悉后，联系医联体技术指
导单位省第二人民医院专家进行会诊。 受惠
于长沙县“先诊疗后付费”等政策，黄立夫住
院、手术没有掏一分钱。

微宣讲团成员袁备提到了春华山村曹德
明夫妇，因没有劳动能力享受了低保，身患疾
病有医保，两个女儿读书有助学补贴，家中危
房有安居工程补助， 政府还为他安排了产业
扶贫项目……

为了宣讲好十九大精神， 长沙县精心选
拔了一支70多人的微宣讲队伍， 一边采用导
师制培训、学习和演练，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到
处宣讲，至今已组织上百场。

长沙县：微宣讲入耳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