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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张云

【微档案】
罗敏，女，出生于1968年，醴陵人，中共党

员，中学高级教师。1987年从株洲师范学校毕
业后，先后在醴陵市孙家湾镇中心学校、左权
镇中心学校、沩山镇中心学校工作，担任数学
教师和班主任。2015年获 “株洲市百优教师”
荣誉，2017年被评为“株洲市最美乡村教师”。

【故事】
今年“六一”儿童节过后，醴陵市沩山镇

东堡中学八年级1603班的39位孩子， 要做一
份特殊的作业:回家和父母交一回心，然后写
篇作文。

布置这项作业的是班主任、 数学老师罗
敏。接手这个班将近1年，孩子们的脾气、性格
都掌握了，与父母缺乏交流的“中二病”多多
少少有一点，促一促亲子关系大有好处。

事先， 罗敏给每位孩子的家长单独发微
信讲了作业的事，请他们不要主动找孩子，而
要孩子主动找他们交心。

“平时，我和爸爸妈妈讲话还没有跟罗老
师讲得多。我说要交心，开始爸爸还以为我在
学校犯了错，考试没考好。”张扬同学笑着告
诉记者。

到6月11日， 罗敏收齐了39篇交心作文，
感觉蛮圆满。“很多孩子确实用心做了这个作
业，获得了家长们最真实的想法。这对我以后
跟家长交流提供了很多信息。”

东堡中学是罗敏32年执教生涯中的第8
所乡村学校。每一次离开，都是又一次坚守的
开始。城里学校递来的求贤信，家里亲人铺就
的进城路， 都被罗敏否决了。“家长带着孩子
去城里上学，很辛苦。家门口有所好学校，就
是给他们减负啊。”罗敏说。

乡村学校交通不便， 罗敏曾连续住校19
年，只有两年春节没在学校过。直到2006年，
为了照顾上高中的女儿生活， 才在亲友的帮
助下在城里购置了一套住房。 但星期一至星
期五的校园，仍是罗敏的“家”。

初中是孩子叛逆的高发期， 常年和他们
打交道，会不会觉得烦？罗敏笑着回答：“孩子
的成长就是一个纠错的过程，有错很正常。我
带着女儿长大， 懂得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想什
么，我顺着他们的心理说话做事，他们觉得我
和他们是一边的，愿意听我的。”

难怪， 问起班上孩子们对罗老师印象最
深的一件事，竟然是送作业本上门。

那是今年初，因为下雪，期末考试取消了，
寒假作业本也没有发放。罗敏花了两天时间，骑
着自行车，将寒假作业本送到班上每个孩子的
家里。惊喜与感动流淌在孩子们的心里。

在罗敏的手机微信里， 还有一些素不相
识的家长， 按着她的细心辅导一步步指引厌
学、叛逆的孩子。这些苦恼的家长，都是听了
其他家长的介绍找上门来的。

微信名叫“新发艺”的家长，和罗敏联系
有几个月了， 至今未曾谋面。“孩子是哪个学
校的也不知道。前几天，她发来了孩子阅读的
视频，说有进步了。还要给我发红包，要登门
感谢，我都谢绝了。”罗敏说，当初，这个家长

请求加微信说是林姐介绍的， 后来才搞清楚
林姐是以前教过的学生的家长。

外校一个初三孩子沉迷于手机等游戏，
家长屡屡劝说无效，放弃的心都有了。罗敏收
到求助信息后，发微信指导家长，还专程上门
和孩子谈心。罗敏说：“等过了中考，再去问问
情况。”

“罗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学生当成自
己的孩子。”校长陈勇这样夸奖。对此，罗敏说
得很实在：“我就是歇不住， 喜欢过简单的生
活，喜欢和孩子在一起。离开了孩子，日子没
法过了。得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就是幸福，我
享受这份幸福感。”

罗敏骑的是一辆自行车。 喜欢户外运动
的她，节假日会带着孩子们去远游，条件是回
来交一篇作文。

“攀爬王仙镇三仙山那次，有个平时成绩
不好的孩子写了一篇非常棒的作文， 一下子
就自信了！他妈妈好激动，当着乡亲的面念儿
子的作文！”说起这件事，低调的罗敏手舞足
蹈起来。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秦慧英

【名片】
刘耀强，男，1985年出生于陕西，中铁

一局长沙地铁3号线铺轨2标项目经理。从
武广高铁到广珠城际， 从新疆哈密铁路建
设到长沙地铁修建， 从一篇篇专业论文到
一项项国家专利，他用脚步丈量着土地，用
奋斗书写着青春。

【故事】
修地铁是个苦活，从地理坐标来看，很

多时候就在繁华都市， 然而绝大部分时间
却身处电话都不能打通的地下。“相比戈壁
滩和荒郊野岭的施工环境， 这已经很好
了。”刘耀强笑着说。

这个来自陕西延安偏远山沟的小伙，
从中南大学铁道学院毕业后， 便一直在南
来北往的铁路建设中奔忙。 妻子是个湘妹
子，过去他俩总是“你在那头，我在这头，一
条铁路连着两头”，如今不仅能陪在妻子孩
子身边，又修着长沙的地铁，在他看来，这
就是幸福的样子。

更幸福的，是能在苦活中，找到创新的
乐趣。在大学读书期间，刘耀强就对各种发
明创造十分痴迷。进入中铁一局工作后，他
用不停地创新、用一个又一个专利及奖项，
书写着青春。

2013年修建长沙地铁一号线时，他发

现混凝土浇灌进程缓慢，通过仔细观察、研
究、试验、改进，他与团队给混凝土浇灌流
程及设备做了一个“大手术”。

在地铁修建中， 混凝土浇灌既重要又
耗时。隧道又窄又长，运送混凝土的车辆无
法双向通行，轨道车运送混凝土，必须经过
门吊运输、 料斗返回等各项任务完成才能
回去接下一趟。“一大半时间浪费在等待
上，两趟运输中间要等40多分钟。浇灌100
米道床，需要18个多小时。”

刘耀强和团队对每一个工序进行拆
分、计算、分析，无数次盯着图纸思考，一次
次在地铁隧道内试验， 最终研制出移动式
混凝土布料车，使混凝土从轨道车卸下后，
轨道车无需等待就能直接返回装料， 而布
料车则能在走行轨上进行运输、布料，完成
混凝土浇筑。

这一解决隧道内混凝土运输难题的
“手术”， 使混凝土浇灌时间从一百米18个
多小时降低到6.5小时；此前一天只能浇灌
75米、 需要花费450万元， 现在一天浇灌
150米，花费225万元。这一创新成果也获
得了国家专利。

对于85后刘耀强来说，这已不是他的
第一项国家专利了。

在兰新第二双线哈密立交特大桥桥梁
施工中，如何在新疆大风沙、大温差、干旱
地区架设900吨的箱梁， 在国内外都无先
例。由于设备庞大、地质与气候条件又十分
复杂，施工必须严密考虑各项因素，任何一
项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 刘耀
强主动开展科技攻关， 对戈壁滩大风大温
差地区的箱梁架设、 防风措施等进行专项
研究，两项成果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技
术填补国内外空白。

根据豆浆机的原理， 他研制出了不会
溅出水泥浆的自动搅拌桶。 这个解放劳动
力、提高生产力的发明，大受工人们欢迎，
也获得了国家专利……

“多一点观察、多吃一点苦、多一点奋
斗。” 当记者问为何会有那么多专利和奖
项，刘耀强用三个“多”来回答。在他心里，
这就是青春的样子。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罗敏：

“我享受这份幸福感”

� � � � 6月6日，醴陵市沩山镇东堡中学，罗敏老师在讲课。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刘耀强：
用奋斗书写青春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通讯员 冯明哲
周闯 记者 胡宇芬）专利权作为无形财产，
可作为人民法院财产保全的对象。 记者今
天从湖南省知识产权局获悉， 被申请人郭
某因涉合同纠纷案， 名下的288件发明专
利陆续被查封。 这是湖南开展接收法院协
助执行专利财产保全通知书试点工作以来
的首笔业务。

今年5月初，省高院应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的申请作出民事裁
定， 冻结包括郭某在内的多名被申请人
名下银行账户存款共计人民币1.9亿元或
查封、扣押、冻结相当于人民币1.9亿元其
他财产。5月下旬，省高院执行局运用“专
利司法查控服务平台” 提交了专利财产
保全案件， 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送达了
查封郭某享有的288件专利权的《协助执
行通知书》。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接收法

院协助执行财产保全通知书试点工作安
排，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长沙代办处接
收了该专利财产保全案件，并在“专利司法
查控服务平台” 审核端对郭某名下的拟查
封专利完成初审。从6月7日起，经审查，国
家知识产权局相继下达《保全程序开始通
知书》，对郭某享有的288件专利执行财产
保全。这意味着，在半年或更长时间内，郭
某对这批专利将不能行使转让、质押、许可
等改变法律状态的权利。

据悉， 开展协助执行专利财产保全
工作， 是行政与司法有效衔接在知识产
权保护领域的积极实践。“专利司法查控
服务平台” 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专门针对
法院执行专利财产保全案件而开发的一
套信息系统，专利查控时间大大缩短，较
好地解决了专利查封裁定邮寄费时、中
转程序繁琐、办理周期偏长、效率不高等
问题。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唐寒梅 杨艳）端午节马上要到了，
吃粽子需要注意些什么？ 国家级营养保健
专家、 湖南省胸科医院院长唐细良今天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粽子营养丰富，但心血管
病患者、老人和儿童、胃病、肠道病患者以
及糖尿病患者最好不食或少食。

粽子，又称“角黍”“筒粽”，是中华民族
传统美食之一。南方人习惯用豆沙、腊肉、
八宝、火腿、蛋黄等作为馅料，因其味道鲜
美，又寓意良好，备受老百姓的青睐。粽子
营养丰富，由于大小、口味不同，其营养成
分也不相同。 粽子的主料糯米富含B族维
生素，能温暖脾胃，补中益气。对脾胃虚寒、
食欲不佳有一定缓解作用。 糯米有收涩作

用，对尿频、自汗也有一定的食疗效果。粽
叶中含有多酚类物质和钾元素， 通过蒸制
时可渗入米内， 有利于提高人体的抗热机
能。近年来有研究表明，粽叶的提取物还具
有抗癌作用。由于糯米所需消化时间较长，
胃肠排空需时较久，容易造成胃酸过多、腹
胀或肚子闷痛等消化不良的症状， 若主料
能以部分的杂粮米、红豆、薏仁、山药等取
代， 不仅可增加纤维质含量， 减少肠胃负
担，还更有益于健康。但粽子蒸或煮熟后，
能释放出一种胶性物质， 进食后会增加消
化酶负荷，兼之其性温滞气，吃多了会加重
胃肠负担。所以，心血管病患者、老人和儿
童、胃病、肠道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患者最好
不食或少食。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胥扬）今天上午，中南大学文学与
新闻传播学院负责人、 汨罗市政府主要负
责人， 分别代表中南大学和汨罗市政府签
署合作协议。中南大学党委副书记蒋建湘、
岳阳市副市长李为，共同为“中南大学屈原
文化研究所研究基地”揭牌。这标志着屈子
文化园迎来首个国内高校专业研究所，开
启了屈原文化研究的新征程。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中南大学吟诵团吟诵着《离骚》。 汨罗市
合唱团表演起了屈原的《橘颂》， 再现了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家国情怀。2000
多年前， 屈原就在汨水之滨以诗心表达
忠诚、 用求索叩问天地， 给后人留下了
《离骚》《九歌》《天问》 等25篇光辉著作，
并永远地选择了汨罗， 让滔滔汨罗江成
为不息的文化源头， 滋养着汨罗江两岸
淳朴的百姓。

挂牌仪式后， 中国词学研究理事会常
务理事、中南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教授杨雨，
以《魂兮归来———永远的屈原与中国文化
精神》为题，讲述了屈原生平、屈原在中国
文化精神中的地位、 屈原文化精神的当代
意义。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曾晓风 王建云 李剑雄

6月12日15时， 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第三场考试准时开考。

在邵东县考区城区二中考点， 副主考赵
军辉照例在开考铃响后巡查考场。 这是一个
有42个考室、1257名考生的大考点。

15时5分，赵军辉行至一楼大厅。在考点免
费为考生提供的集中饮水点，他远远发现地上
有一滩水渍，旁边立着一个破烂的饮水桶。

“这肯定是考生所为。”赵军辉判断是考
生摔坏了桶子，不禁眉头紧锁。

刚走两步，赵军辉有了新发现。摔坏的桶
子上面好像有张纸，还有钱。他仔细一看，水
桶上真的放着10元钱和一张写满字的餐巾

纸，纸上的字有些歪斜，并有多处水浸痕迹，
但字迹仍清晰：

“实在很抱歉，高估了自己搬水的能力。
因为手滑，把水桶摔坏了，所以赔了10元钱。
对不起，这是个意外，希望学校多包涵……”

读完，赵军辉心头涌动着感动与欣慰，脸
上露出了笑容：这个考生在诚信的考场上，已
得满分！

6月13日，经查看监控录像，发现这名讲
诚信的学生是在这里参考的邵东县一中的高
二学生杨珂。

杨珂在替换一楼大厅饮水机上的空水桶
时，不小心摔坏了装满水的桶子。当时他身上
没带钱， 于是跑到4楼考点向同学借了10元
钱，在餐巾纸上写上道歉的话，和钱一起放在
了水桶上。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余蓉）12日
下午，一场“璀璨的乡土文明———从隆回花瑶
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及保护” 的讲座在湖
南大学岳麓书院明伦堂举行， 湖南民间文化
研究者刘启后（老后） 与到场的100余名专
家、学生共同分享隆回花瑶文化，讲述他的发
掘和保护全过程。

隆回花瑶是瑶族分支， 至今仍在隆回
县最北面的崇山峻岭之中， 忠实地传承着
先祖最为古朴、纯真的生活。刘启后是湖南
隆回人，曾荣获“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十大新闻人物”“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十大杰出人物”等殊荣。他用数十年时间
记录下2000余种珍贵花瑶传统挑花图案，
并把花瑶文化推向世界，为挖掘、整理、记
录、抢救、保护与传播民间文化遗产作出了
重要贡献。

此次讲座， 刘启后以丰富多样的民间传
统文化为背景， 以古老神秘的隆回花瑶文化
为主要脉络，介绍在古树林海之中、摩天石瀑
之下的花瑶特殊的生存环境，呜哇山歌、花瑶
挑花装点的当地奇异民俗民风， 并作为一名
民俗文化研究者， 介绍其数十年来在非遗文
化保护中见证的历史变迁和个体感受。

因涉合同纠纷案，288件专利被查封
湖南办理首笔“协助执行专利财产保全”业务

端午节，吃粽子要注意

屈学研究添劲旅 学者才情慰灵均
中南大学屈原文化研究所在汨罗屈子书院挂牌

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邵东县考区，
邂逅一场10元钱的感动———

诚信的考场上，他得了满分

老后到岳麓书院开讲隆回花瑶

6月13日， 湖南湘江新
区金星中路，市民在绿道上
骑行。近日，该区启动“骑迹
湘江，慢享生活”慢行交通
提升规划调研活动，向全体
市民征集“慢行车道”的规
划意见，并通过大数据信息
技术，采集区域范围内的共
享单车骑行数据，为新区慢
行道规划评估和提质改造
提供数据基础，使新绿道的
建设更加人性化。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湘江新区启动
“慢行绿道”规划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杨丹 通
讯员 张岸 侯佳林 ）6月12日， 湖南省诗
词进校园工程启动仪式暨湖南省诗词协
会校园诗词分会成立典礼在长沙市实验
小学举行。 省诗词协会的10余位诗人和
省市教育系统的嘉宾出席了成立大会 。
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总冠
军雷海为回湘参加本次活动， 并受聘为
“湖南省诗词进校园工程公益形象大
使”。

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湖南省诗词协
会会长彭崇谷说，组建校园诗词分会，实施
诗词进校园工程， 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唤
醒文化情思， 开启人文智慧， 培养诗意气
质， 让广大青少年在文化自信中追寻中华
民族最纯粹的精神家园。

活动现场，雷海为受聘为“湖南省诗
词进校园工程公益形象大使”， 将致力于
湖南校园诗词事业。 在首场“名家大讲
堂”上，雷海为给孩子们带来了《诗词点
亮人生》的主题演讲，分享了他与诗词的
不解之缘和参加《中国诗词大会》 的经
历，鼓励孩子们热爱中国诗词、热爱中华
文化。

据悉， 湖南省诗词协会校园诗词分
会将采取和学校共创省级校园诗词创作
基地的办法， 通过系列人文讲座、 知识
普及 、诗词培训和创办《校园诗词》报 、
举办各类赛事和夏令营活动， 培养一批
小诗人，充实“诗词湘军”发展的后备力
量。

省诗词协会
校园诗词分会成立
雷海为受聘为形象大使

刘耀强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