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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通讯员 蔡颂

湖南卫视火爆的《歌手》节目，英国安妮公
主访问长沙，隆平高科援外合作……这些引人
注目的文化、外事交流活动中，都活跃着湖南
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师生们的身影。

4月21日， 第一届湖南省高校学生跨文化
能力大赛在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启动。
“培养高质量的跨文化复合型外语人才， 是我
们努力的方向。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蒋洪新说。

近年来，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改革外
语类研究生培养模式，用文化自信锻造未来翻
译官，取得丰硕成果。

“通识教育”理念贯穿培养全过程
“人文素养偏低、知识面窄、跨文化能力

弱， 一直是国内外语类研究生培养中的短板。
这主要源于外语类研究生培养中， 有两个趋
势：一个是注重语言技能培养，忽略人文素养
学习；一个是注重科研能力的培养，忽略跨文
化能力的培养。 ”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
长曾艳钰介绍。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加速推进，“中国
文化走出去”步伐的加快，这一问题显得更加
突出。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自2012年起，
针对这一短板，创造性提出了基于文化自信的
外语类研究生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

“我们把基于文化自信的跨文化能力培养
视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即让学生在具备了一定
外语能力的基础上， 反过来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并在本科、硕士、博士生的
培养中， 将人文素养和跨文化能力贯穿始
终。 ” 曾艳钰说。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凸显外语专业

的人文学科属性,把“通识教育”理念贯穿于全
培养过程，并与专业教学结合起来，提升外语
类研究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鉴别能力。

与此同时，该学院在教学设计上，围绕加
强中外优秀文化教学这一要点设计课程体系，
保证文化教学与专业学习紧密结合，在“文化
自信”的基础上提升跨文化能力。

“这一改革，我们经过多年实践，不断积累
经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概括起来，
就是‘一台、两度、三型、三化、四驱’。‘一台’，
即以文化为核心搭台，充分利用中外交流活动
中的各项资源，优化各类交流平台。‘两度’，即
围绕中外优秀文化设立专门课程、学术讲座和
交流项目，在深度和广度上提升研究生对中外
文化的认知与理解水平。‘三型’，即要求研究
生的培养必须实现通识型、复合型、创新型的

‘三型’合一。‘三化’，即专业化、差异化、特色
化兼顾。‘四驱’，即在模式推进过程中，还要讲
究教学、实践、交流、科研的‘四驱’联动。 ”曾艳
钰说。

国内外专家来学校授课成常态
“我们上学期有50多场讲座，而且都是国

内外专家。 ”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
记余英介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培养模
式改革，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

“欧洲科学院院士张隆溪、瑞典皇家学院
院士罗多弼等专家来学院授课，有的一讲讲一
个月。4月20日一天就有三场外籍教授讲座，如
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国际知名教授Mar-
shall� Brownde�的讲座。 此前，美国凯斯西储
大学教授、国际知名学者、认知语言学奠基人
Mark� Turner, 在我们学校给研究生授课，讲

了一个月。国内外专家来学院上课已成常态。”
曾艳钰说。

学校开设“麓山外国语言与文化论坛”，让
学生自己上台讲课，老师提问答辩，培养学生
的思辨能力。

这一培养模式， 使一批新型的研究生成
长起来。 如在与隆平高科长期合作的援外培
训项目中， 一批批研究生前后相继， 为培训
项目提供语言服务和翻译支持，为“一带一路”
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研究生参与策划实
施的“俄罗斯与中国红色旅游”项目，得到湖南
省政府及省旅游部门的高度肯定。 此外，
2014年中欧论坛圆桌会议、 2015年中英艺术
论坛、 2016年湖南-非洲国际产能合作暨工
商企业跨境对接会、 2017年金砖国家协调人
第五次会议等大型国际会议和活动， 均活跃
着他们的身影。

对研究生跨文化能力培养的重视也反哺
了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 在学科带头人蒋
洪新教授的带领下，一支高水平、创新型和国
际化的学科梯队已经形成。 蒋洪新、郑燕虹教
授的“庞德系列研究”，冉毅教授等关于“湖湘
文化与世界”的系列研究均获广泛关注。 同时，
还构建了多层次、多领域的智库机构群落，“美
国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及“东北亚研
究中心” 等成为教育部国别与区域备案中心，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传播研究中心” 成为湖
南省专业特色智库，成为教育部、中联部、外交
部和湖南省重要的智库建设单位，既推动了跨
文化研究，也为国家的对外战略提供了智力支
持。 创刊于2017年的《外国语言与文化》及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
tures》两种期刊，亦成为国内外文化研究及传
播的重要学术平台。

� �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刘莉）4月24日是世界脑膜炎日。
为呼吁公众认识脑膜炎的危害， 重视脑
膜炎的早期识别和预防， 湖南省脑科医
院今天上午开展了世界脑膜炎日爱心义
诊和健康讲座等公益活动。

什么是脑膜炎？ 脑膜炎有什么危
害？ 如何早期识别和预防？ 资深感染性
颅内疾病治疗专家、 湖南省脑科医院神
经内科四病区主任杨松林， 带领该院颅
内感染治疗团队联合神经内科、 精神
科、 儿科等相关专家， 在门诊前坪摆开
咨询台， 为群众爱心义诊。 杨松林介
绍： “脑膜炎是脑和脊髓的保护膜发生
的炎性病变， 多发于冬春季节。 患者可
能会出现发热、 头痛、 颈部僵硬、 意识
障碍， 甚至精神异常、 癫痫发作等症

状。” 该疾病一般由病毒、 细菌、 结核
菌、 真菌等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 往往
发生在体质较弱的人群或人体抵抗力下
降时， 比如一次普通的受凉感冒就有可
能并发脑膜炎， 各年龄段都可能发生。
因此在感冒后， 要注意多喝水、 多休
息， 如果经治疗后症状未缓解， 或症状
较重时， 千万不要大意， 一定要及时就
医， 警惕脑膜炎的发生。

湖南省脑科医院胡朝晖副院长表
示， 大多数群众对脑膜炎的认识相对缺
乏，发病后就医不及时，造成患者严重后
遗症甚至死亡。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医务
工作者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从脑膜炎的
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等基本知识普及
着手，提升公众健康素养，为健康中国助
力。

春季警惕脑膜炎多发

�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通讯员 周广宇
周闯 记者 胡宇芬 蒋睿） 今天，2018年
长株潭专利行政联合执法“雷霆”专项行
动启动仪式在湘潭举行。

长株潭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两型
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尤其需要加大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为创新驱动发展做好支撑
和保障，更好地促进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
质量发展转变。据悉，2018年，省知识产权
局将协调并指导三市专利行政执法人员
开展联合执法和办案行动， 聚焦电子商

务、食品药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高新
技术等重点领域，聚焦展会、进出口等重
点环节，聚焦优势产业与创新资源集聚区
域、各类大型商品集散地，组织集中检查、
集中整治行动，精准、快速打击专利侵权
假冒行为，提高执法办案影响力。

启动仪式现场设立了咨询台， 向公
众发放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册并提供咨询
与投诉举报服务。仪式结束后，省知识产
权局和三市专利行政执法人员在相关市
场开展现场执法行动。

联合打击专利侵权假冒行为
长株潭启动“雷霆”行动

�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龚俊恺） 4月23日， 一辆运载小龙虾的货车因
路面湿滑， 在G56杭瑞高速岳阳段侧翻， 一车
小龙虾瞬间散落一地。

当天上午9时左右， 湖南高速岳阳管理处
华容路政中队的值班人员接到报警电话：G56
杭瑞高速岳阳段K861处，西往东方向，有一辆
鄂D牌照的货车撞上了路旁的护栏。 值班班长
王琦、 队员邓军辉立即驾车赶往事故现场进行
处置。

“车辆损坏并不严重， 但是山坡、 路基、
道旁的水沟里、 应急车道和行车道上黑压压的
全是小龙虾， 还在到处爬。” 据王琦回忆， 两
人到达现场时， 一辆银色小型货车横在路边，

车头有些变形， 所幸没有人受伤。
据驾驶人刘先生介绍， 他早上和邻居一起

将养殖的2吨小龙虾从湖北石首运往岳阳， 在
高速行驶中， 因雨天路滑， 装载龙虾的框子没
有捆扎牢固， 车辆重心不稳， 造成侧翻。

看着散落的小龙虾， 司机刘先生和同伴心
疼不已，蹲在地上，手忙脚乱地往箱子里捡。在高
速路政、养护、施救和高速交警的共同帮助下，当
天上午10时30分左右，2吨小龙虾终于被重新装
回了箱子。 随后，车主自行联系车辆将货物进行
转运，事故车辆被拖至停车场做进一步处理。

高速交警提醒， 出门前请仔细检查车辆，
保证车辆良好性能； 雨天行驶在高速上时， 一
定要减速慢行。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陈亚平

正是人间四月天， 走进益阳市第一
中学，目之所及，是高大的古树林、古朴
的文化墙。

这座有着112年办学历史，培养过革
命烈士曾士峨、外交家何凤山、文艺家周
扬、 科学家张孝骞等大批杰出人士的学
校，始终紧抓“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
让文明深深扎根校园。 积德为厚地，去年
底，该校获评首批“全国文明校园”。

模范引领文明之风
4月19日，益阳市委追授胡进文“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号召全市党员向他学
习。

胡进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南
省先进工作者”获得者，生前系益阳市一
中高三年级1502班班主任、数学老师。 他
20岁参加工作，工作36年，每天忙得像陀
螺，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批改试卷；他的
第一学历是中师，但他“特别爱学习，特
别爱教书”，拼出了正高职称，并获得中
学数学教育最高奖———苏步青数学教育
奖； 他爱生如子， 直接教过4000多名学
生。

胡进文是益阳市一中275名教师的
代表。 近年来，该校不断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优化教师评价制度，通过举办宣誓承
诺、演讲报告等活动，弘扬爱岗敬业、乐
于奉献的精神， 涌现出全国优秀教育工
作者王楚奇、 湖南省先进工作者邓忭春
等一批模范人物，并被教育部定为“师德
师风长效建设机制试点校”。

文化浇灌文明之花
去年9月，益阳市一中桃花仑文学社

社员、1504班学生、省作协会员肖一诺的
散文集《跨越彩虹》出版发行，很快售出
2000多册。

益阳市一中桃花仑文学社成立26年
来， 社员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作品1000
多篇，300多人获国家级作文赛大奖，还
出版了不少作品， 如文雅娟的长篇小说
《碧海幽灵》、漆一枝的长篇小说《落落要
的幸福》、 高音序的散文集《高地慢板》
等。 2006年，文学社获评“全国优秀百佳
文学社”。

益阳市一中提出“为学生的终身发
展奠基”办学理念，社团、兴趣小组成为
推动校园文明建设的发动机。 学校现有
文学、艺术、义工等30个社团，奥赛、动
漫、 信息技术等20多个兴趣小组， 吸引
1710人参加。 先后有8人获全国奥赛一等
奖，3人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
奖，义工社成员王羽雯、盛宇雯分别获评
2015、2016年度“全国最美中学生”……

互帮点亮文明之光
3月28日，在益阳市十四中一个高三

班， 益阳市一中地理教师蔡远泊以视频
导入，展示洞庭湖中郁郁葱葱的黑杨。 视
频结束，他问：“去年底，这些黑杨被全部
砍掉，大家知道为什么吗?”顿时将学生带
入对湿地保护的热烈讨论中。

为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高质量发展，
益阳市一中分别与益阳市十四中、 大通
湖一中结成友好互帮学校， 先后派出70
多人次，以参与集体备课、上示范课、“师
徒结对”传帮带等形式指导教学。 今年上
学期， 还派蔡远泊等两位名师全期担任
益阳市十四中2个高三班的地理教学。 去
年下学期，12位名师对桃江四中部分学
生进行了远程网络教学。

此外，益阳市一中作为“湖南省心理
健康教育特色学校”，近3年来，为安化一
中、桃江四中、桃江石牛江镇中学、南县
立达中学等10所学校， 提供心理健康辅
导40多场次，还为山区264名孤儿送去阳
光心理课。

积德为厚地
———记全国文明校园益阳市第一中学

郴州
为留守儿童送书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范红英）4月23日是第23个世界读
书日， 为让孩子们养成爱阅读的习惯，郴
州市委宣传部组织妇联等部门， 深入永
兴、苏仙、资兴、桂阳、桂东等地，为留守儿
童等送去各种书本。

在永兴县东部山区， 郴州市相关部门
人员携手爱心企业、志愿者等，把一本本科
普读物、文学作品等送到留守儿童手中，鼓
励他们克服困难，努力学习。

在苏仙区， 郴州巾帼志愿者们把一捆
捆新书，送到了坳上镇东市村小学等学校。
在资兴、桂阳、桂东等地，也开展了送书、送
书包、送文具等活动。

科教前沿

用文化自信锻造未来翻译官

货车高速侧翻 小龙虾满地爬
高速交警提示：雨天请减速慢行

原创京剧小戏
《军礼》创作完成

4月24日，长沙实验剧场，演员
在排演革命历史题材京剧小戏《军
礼》。 该剧由湖南京剧保护传承中
心根据真实历史创作，讲述了1949
年， 解放军在南下途中接军委指
示，绕道醴陵，看望已牺牲的左权
将军的老母亲的故事。《军礼》包含
了党群情、军民情、母子情，感情真
挚朴实，让人动容。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文明校园巡礼

� � � � �荨荨（上接1版）
经过3个多月的奋战，工程在2013年除夕

前一天的凌晨竣工。从此，九溪江乡到县城由
3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

这天虽是凌晨，但数百名群众涌上公路，
敲锣打鼓，脸上全是笑容和泪水。那一刻，梁
金华同样是泪流满面， 她说：“那个年过得最
开心！”

“心里有群众，再难也难不过一个‘干’
字。”正是凭着一股苦干实干的精神，梁金华
从九溪江乡到合并后的北斗溪镇，经过6年努
力，让当地基础设施大为改观。

一组数据为证：拉通县乡公路“断头路”3
条，新建村组公路35条，总建设里程达225公
里，实现了村村通水泥路，家家通优质电，户
户喝自来水。

北斗溪镇光明村91岁的张喜云， 是个京剧
迷。走进她家堂屋，老人正对着电视里的京剧，
咿咿呀呀唱着，模仿着演员们的各种动作。

“梁书记是个干实事的人。”她告诉记者，
农网改造后，电视的麻花点没有了，每天可以
跟着电视里的名角们练一练。

“乡镇是一方小天地，只要做得多，就会
有收获。为村民切实做些事，老百姓心中自有
一杆秤。”梁金华这样理解自己的工作。

感动的泪
4月19日，北斗溪镇上海交大安泰希望小

学校园内， 孩子们在各种体育器材上尽情玩
耍。 旁边一位慈祥的老人看着这群活泼的孩
子，脸上笑容绽放。

老人叫周秀芳，今年71岁，是浙江宁波的一
名退休教师。从2015年至今，她通过个人捐献和
发动社会力量，已在溆浦捐建20所希望小学，让
322名贫困学生得到结对帮扶，累计捐助金额达
900余万元。 她也因此被评为2016年度感动中
国之感动湖南人物、2017年度最美湘女。

“原本计划在这里建一所希望小学，教几
年课就走， 现在这个想法变了。 我只要还能

走，就会留在这里当好爱心‘搬运工’。”周秀
芳老师表示，梁金华等干部尊师重教、扶贫帮
困干实事，是她坚持下来做公益的缘由之一。

“能够坚持下来，为梁书记及其家人的支
持所感动。”周秀芳老师介绍，“梁书记和爱人
一起，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开着私家车接送我
们到各处选址建校。更让我感动的是，梁书记
真的很用心。去年7月6日是我70岁生日，当天
恰好是我们在溆浦捐建的第 10所希望小
学———林果宁波爱心希望小学开工， 我没时
间回宁波过生日。当天晚上，细心的梁书记带

着几名镇干部，给我送来了生日蛋糕和鲜花，
并代表北斗溪镇党委、 政府给我颁发了北斗
溪镇荣誉居民证。那个生日，我终身难忘！”

梁金华介绍：“在周秀芳老师的资助团队
中，有一位宁波的幼儿园老师傅翠，她的月收
入只有3000多元， 但她把自己所有的积蓄20
万元都捐献出来， 帮助我们修了一所希望小
学。后来傅翠老师生病了，我去她家里看她。
一进家门，发现他们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
形容，我当时就哭了，决定把这笔钱退了，可
是傅翠老师坚决不肯收。”

愧疚的泪
“在乡镇工作16年来，让我明白了什么是

小家与大家，什么是小爱与大爱。你们心中装
着我、装着家，我心里才能装着老百姓……”

这是梁金华今年写的新春感言， 文中的
“你们”指的是她的父母、丈夫和儿子。

肩上扛着责任，心里装着乡亲。
“梁阿姨每年都陪我过生日，是我的‘爱

心’妈妈。”北斗溪镇桐林弘盛希望小学6年级
贫困家庭学生张杨说。

在北斗溪镇，留守儿童都有“爱心妈妈”“爱
心爸爸”。如今，北斗溪镇每所学校、每个村都建
立了关爱中心，让每一名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都
有身边的党员、干部或教师对口联系。

梁金华每年陪留守儿童过生日， 却只陪
儿子过了两个生日。

“我对11岁的儿子心生愧疚，没能完整陪
伴他过一个周末，也没有送他上过学。”与记
者说到这，梁金华的泪水夺眶而出。

梁金华等镇村干部的辛苦指数， 换来了
广大群众的幸福指数。2014年以来，该镇共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814户、3230人脱贫。

多少个月圆之夜，面对如水的月光，她思
念着家人，牵挂着儿子，而她只能把柔情写在
日记本上。

翻看今年2月初写的日记，其中一段这样
写道：“思杰，不知不觉你比妈妈还要高了。你
出生后这11年来，我很少有时间陪你，不是在
群众家走访， 就是在项目工地上……原本约
定1月27日星期六带你去买件厚棉衣，但我要
再次食言。因为镇里雪灾较为严重，我必须带
队参战。你当时有些失落，却含泪坚强地说：

‘妈妈，下雪路滑注意安全。’那一刻，我的心
都融化了。”

梁金华是个懂得感恩的人。她对记者说：
“组织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除了更加努力工
作，没有其他办法报答组织的恩情。我要感恩
我的爸妈，他们虽已年迈，但任劳任怨照顾我
的儿子，想方设法让我心安。我还要感谢我老
公的理解和支持。”

“每天只想着把工作干好，从来没有想过
调动的事。看着贫困人口一年年减少，镇村面
貌一年年变化，觉得自己的坚守值得。”面对
记者的提问，梁金华毫不犹豫地答道。

梁金华：3次流泪显真情

� � � � 4月19日， 党的
十九大代表、 溆浦县
北斗溪镇党委书记梁
金华（右）与宁波支教
老师周秀芳（左）在该
镇前进希望小学与留
守学生一起做游戏。

曾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