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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杨丹 通讯员 卢义

【微档案】
李性蒲，男，1963年出生，浏阳市金刚镇六

栋完小一级教师，自1980年9月以来，一直扎根
在浏阳市金刚镇各乡村学校。他7次获浏阳市政
府嘉奖， 多次获评浏阳市优秀班主任，2017年9
月被评为浏阳市年度“乡村教师坚守奖”，并荣
获长沙市教育局第十三届“‘友谊’最美乡村教
师奖”。

“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
一个梦……用它来种什么？ 种桃种李种春风。”
台湾作家三毛在歌曲《梦田》里这样写道。李性
蒲最爱唱这首歌， 因为他的心里也有这样一亩
“梦之田”：不种功名利禄，不种富贵满堂，栽下
满园桃李，留得万世芬芳。

年轻时，他一腔热血，一身军装，青春许国，
满怀忠诚与执著；38年前，他脱下军装，扎根山
区，带病坚守，立德树人，继续许下承诺和担当。
6月25日，刚下课的李性蒲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这
些年的“梦之旅”。

3年的当兵经历，锻炼了李性蒲认真坚韧的
作风，也给他身体留下了伤痛。因为在战争中双
耳鼓膜震破，他在部队里做了3次手术。回到地
方后，又动了两次大手术。2003年，他因冠心病
做了射频消融手术；2008年， 又因巨型脑血管
畸形，在湘雅医院做了开颅手术，手术后留下视
野缺损、继发性癫痫后遗症。2013年，他又由于
过度疲劳引发瘀阻脑络症昏倒在地， 被送医院
抢救。但即便如此，他始终兢兢业业，从不因身
体不适而影响工作。 总是病刚好点， 又拿起课

本，走上三尺讲台。
教育学生，李性蒲很有自己的一套。他说：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要想正人，必先正
己。”无论是课上还是课下，他总是以自己的人
格力量感染学生， 注意自己点点滴滴言行的影
响，很少指手画脚、高谈阔论，而是严于律己，率
先垂范。地上有废纸，他弯腰捡下；教室的灯忘
了关，他默默摁下开关；他的板书非常漂亮工
整……他教过的孩子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
是：都是跟李老师学的。

“班主任工作是一门艺术，只有严爱相济，
才能赢得学生的信赖，走进孩子们的心灵，达到
育人的目的。” 因为给予了孩子们发自内心的
爱，他也赢得了孩子们的全心信任。六年级的黄
文洋同学说：“李老师很温和，说话幽默有风度，
即使批评人也很委婉， 我们都很喜欢和尊敬
他。”

“‘金凤凰’要爱，‘丑小鸭’更需要爱。”他
喜欢优等生， 但对学困生更是倾注了满腔爱
心。 他的班上曾经有一个10岁的孩子， 因为
疾病的缘故只有3岁半的智力，所以不知道遵
守课堂纪律，并且天天尿湿裤子。李性蒲不仅
不嫌弃他，反而对他投入更多关心，每堂课下
课了就提醒他上厕所，午饭也亲自端给他，一
点一点教他规矩。 渐渐地， 孩子自律性增强
了，能够和同学相处融洽，脸上出现了久违的
笑容。

因为原先一直带高年级， 李性蒲在去年接
班时，特地向校长提出，自己想带一年级。“我希
望尝试一下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的滋味。”其
实，这对于带惯高年级的他来说，是一个挑战，
工作量更大， 尤其是到了他这个年纪， 快退休
了，似乎没有必要。但他就是这样一个希望不断
挑战自己的人。

38年来，他种下桃李满园，自己目前却“形
只影单”。去年年底，妻子有一天说头痛，他担心
请假耽搁孩子们的课，就要妻子忍忍，打算周六
再陪她上医院。不料，几小时后，妻子突发脑溢
血去世了。他为此深感愧疚，平日有泪不轻弹的
汉子说到这儿，几度哽咽。为了心中这块“梦之
田”，他付出了太多太多……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李国斌
左丹 通讯员 彭团) 今天， 中央文明办
发布2018年6月“中国好人榜”，共有108
名(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
业奉献、孝老爱亲好人上榜，湖南5人位
列其中， 他们分别是敬业奉献好人邹勇
松、唐延禄，孝老爱亲好人朱国萍、李春
芝、赵峻。

获评敬业奉献中国好人的邹勇松，
是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5级研究生。他自幼患有肾炎，现进
入慢性肾炎终末期，每天做4次腹膜透析
维持生命。 在这样足以压垮弱者的命运
面前，邹勇松选择了做生活的强者，他强
忍病痛， 捧出了6项发明专利和软件著
作。他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为偏远山区小
朋友募集生活物资；自费购买硬件设备，
编写程序创制“共享打印机”；还在中国
人体器官捐献中心申请了捐献器官和眼
角膜。

上榜敬业奉献中国好人的还有永州
教师唐延禄。唐延禄年近九旬，27年坚守
在祁阳县一所山区小学， 让300多名学
生飞出大山。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唐延禄
感觉给学生上课已是力不从心， 想补充
教师，但因为工资少、待遇差，难以招到
教师，两个孙女受他影响来到村里任教，
接下爱心“接力棒”。

浏阳市人朱国萍， 身高仅1.3米，丈
夫常年在外工作，她既要看店，又要照顾
老人，抚养3个年少的侄儿，用自己柔弱
的肩膀撑起家庭重担。资兴人李春芝，在
丈夫的大哥大嫂、三哥三嫂相继去世后，
将3个孩子接到家中，和自己的儿子一起
抚养。安乡县人赵峻，在怀化经营一家驾
校。 听母亲说家乡有很多留守老人因无
人照料意外身亡， 他抛下驾校回到家乡
扎根老年公益事业， 创办“湘北老年公
寓”，贴钱赡养百余名老人。他们3人获评
孝老爱亲中国好人。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李国斌
王晗 通讯员 孔奕）“喂，110吗，火车南
站这里有人持刀砍人， 有很多人被砍伤
了！”6月29日15时30分许， 长沙市公安
局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 长沙
火车南站发生砍杀案件， 一名男子持长
刀乱砍，造成现场多名群众受伤。

警情重大！110接警员立即向市公
安局值班局领导报告， 启动重大突发案
（事）件应急处置机制，迅速通过PDT对
讲系统发起群呼， 调度案发现场附近的
雨花公安分局治安三大队、 特巡警支队
南站执勤点、公交治安分局光达派出所、
雨花公安武警联勤巡逻车组、 交警支队
雨花大队警力赶到现场处置， 同步调度
雨花分局警用无人机、4G无线图传车到
现场拍摄， 便于110指挥中心通过回传
视频以及天网监控视频进行可视化指挥

调度。
随着一道道指令发出， 一台台警车

载着全副武装的民警， 向火车南站方向
疾驰……3分钟内， 接受指令的7个参战
单位共37名警力均携带武器装备赶到了
现场。

其实，当天并非发生了突发案件，这
是长沙市公安局组织开展的重大突发案
（事）件实战演练。在不作任何通知和准
备的前提下，由督察民警模拟报警，以此
检验一线民警处突快速反应能力和“点
对点、扁平化”指挥调度能力。

长沙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开展应对突发事件的演练， 就是进一
步运用“大排查、大研判、大管控、大演
练”四大举措机制，为防范风险、有效
应对处置突发案事件提供坚强的保障
和服务。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
员 贺佳玉 包昌红）省食药监局与省轻工盐业
集团今天正式签署《湖南省食盐监管体制改革
职能交接协议书》并联合发布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省食药监局承担全省食盐定点生产企业
许可证、食盐定点批发许可证核发等食盐专营
行政职能， 以及食盐质量安全管理与监督、盐
政执法和监督职能。

省食药监局负责人说,各级食药监管机构

要坚决守住食盐质量安全这条底线，加强食盐
生产、流通、使用全过程安全管理，积极创新食
盐监管方式，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食盐
安全监管工作，确保“接得住”“管得好”。据悉，今
年7月起，省食药监局将部署开展为期5个月的全
省食盐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围绕食盐生产、
销售、使用等重点环节，全省上下联动，开展统一
行动， 依法依规严厉查处涉盐违法犯罪行为，坚
决杜绝产、购、用不合格食盐现象。

�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陈沐）今天，全国考古遗址保护与利用论坛
在常德澧县开幕，来自全国的考古专家齐聚一
堂， 介绍考古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现状和经验，
研讨新方法与新模式。

本次论坛由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保护
专业委员会、湖南省文物局、湖南省考古学会
主办，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县委、澧县
政府承办，将持续到7月1日。

“考古遗址保护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先
要对遗迹本体的考古现场及时进行抢救保护，

做好日常维护是关键。”“虽然使用化学方法对
遗迹进行保护有争议，但针对宁家坡新石器遗
址出土陶窑这样的案例，我们认为它具有可行
性和必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
主任梁宏刚介绍了宁家坡新石器遗址出土陶
窑加固保护性搬迁与修复的成功经验；湖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以湖南的永顺老
司城遗址、 澧县城头山遗址的保护利用为例，
对大遗址的保护利用方法、目的等进行了分析
与思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则介
绍了良渚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的最新进展。

湖南首家少年海事
学校在资兴挂牌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荣）6月27日，由湖南省地方海事局、深圳海
事局共同创办的湘深少年海事学校， 在资兴市
黄草镇中心小学挂牌。 据湖南省地方海事局局
长李建斌介绍，这是我省首家少年海事学校。

据悉， 少年海事学校是交通运输部与教育
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水上交通安全知识
进校园”活动的落地平台，旨在向广大中小学生
传播水上安全、海洋环保、海疆国土等知识，增
强中小学生水上安全意识和海洋环保意识。资
兴市境内东江湖水面面积160平方公里，当地中
小学生亲水涉水机会多，如果安全意识薄弱，易
引发溺水事故。湘深少年海事学校成立后，将为
学生普及水上交通安全知识， 培养其水上交通
安全和水环境保护意识。

立体停放共享单车获
省级大赛“一等奖”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曾鹤群 罗咏梅）近日，长沙市开福区洪山小学
的一堂科技课让孩子们大开眼界， 共享单车立
体停放系统、包裹立体传送带、摩天轮式移动停
车场……这些全是这堂课的“老师”长沙学院机
电工程学院的大学生们发明创造的。

长沙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全湘燕说，
长沙市的共享单车已经超过了48.5万辆，它们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停车难问题。机电工程学院
庞小兵、蔺代永两位老师和学生从规范共享单车停
放的角度出发，设计发明了立体式停放装置，即通
过3条轨道生成垂直钢架，当单车前轮卡入轨道，可
提起单车立体停放后自动结束计费。这项发明已经
申报了2项国家发明专利和2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
全省第八届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
2018全省创青春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近年来， 该学院积极利用创新创业成果推
进校企、校地合作。今年5月举办的“长沙－长沙
学院政产学研对接活动” 就收集了技术成果59
项，推出了长沙学院学术专家186人，科技创新
平台16个，15个产学研合作项目进行了现场签
约，签约总金额达2037万元。

�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余醴)6月26日，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与湖南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合
作协议。协议签订后，双方将共建中车电动企
业培训中心、实行校企人才共享、共同打造“新
能源汽车”二级学院。这也是我省首个由校企
合办的“新能源汽车”二级学院。

近年来，湖南汽车职院与中车电动开展交
流与合作， 为中车电动输送了100多位人才。
随着产业格局的变化，这样单一的人才培养方
式已不能适应新一代产业革命的要求。此次合
作双方将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上进一步纵深
推进。“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专

业人才。”中车电动党委书记李群波告诉记者，
未来汽车需要懂车、懂电、懂信息、懂智能技术
的复合型人才， 然而目前这类人才非常稀缺，
行业人才瓶颈非常突出。

根据协议，“新能源汽车”二级学院将成为
共享人力资源与科研成果等资源的平台，校企
双方采用研究方向互补、 研究层次错位的方
式，合作申报、共同运营企业技术、工程研究中
心、工程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等省市重点建
设项目。同时，将充分发挥企业技术团队优势，
将最新、最前沿的行业信息引进学校，通过学
校师生的共同研发、共同参与，培养出行业最
需要的“新能源汽车”人才。

�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徐 珊 蒋泉潜）炎炎夏日，医院
高层起火被困人员怎么办？ 湖南省脑科
医院（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今天举行了
一场针对医院高层楼宇的消防逃生应急
演练， 系统性全方位地展示了从初期灭
火和报警，多家单位联合救援、医患人员
个人防护，到伤员急救处置等各个环节。

6月29日上午9时40分，现场模拟门
诊部3楼350室因电线短路， 引发“火
情”，滚滚浓烟瞬间弥漫开来，值班医师
发现火情后， 第一时间按下手动报警器
并大声呼救， 门诊部主任组织科室灭火
力量进行自救。与此同时，值班医师组成
的科室灭火小组前来救援， 但因火势蔓
延太快， 此时整栋楼尖锐的消防警报声
响起。消防控制室值班员接到报警后，迅
速派人对火灾信号进行确认， 启动该楼

层排烟系统，切断电源，将消防电梯降至
一楼，通知医院值班领导及保卫部。保卫
部主任马青接到报告后，3分钟内组织医
院常备消防应急分队赶到现场， 接手灭
火工作并继续组织人员疏散。 同时向雨
花区消防大队请求支援， 辖区内湖南省
职业病防治院消防站、 长沙市第一社会
福利院消防站的救援力量也赶往现场参
与救援。从火灾发生，到火势被扑灭，所
有人员疏散到安全地带， 整个过程仅用
时20分钟，此次消防逃生应急演练圆满
成功。

据悉， 此次消防演练由湖南省脑科
医院主办，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长沙市
第一社会福利院、 雨花区东塘街道办事
处以及雨花区消防大队共同组织， 旨在
共同探索消防联动新模式，打造“五分钟
救援圈”。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左丹 通
讯员 王轩）今天，为期3天的2018年（第四
届）湘雅护理国际论坛在长沙开幕。论坛以
“老年照护：创新、教育、发展”为主题， 吸
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知
名护理院校专家学者，以及医疗机构、养老
机构的教师、医护人员、管理者、外国留学
生、研究生等近400余人参加。

开幕式上，教育部、国家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
管理局等部委相关负责人先后发表主题

演讲。论坛围绕“老年照护：创新、教育、
发展”这一主题，重点就全球老年人群照
护及创新教育问题展开讨论交流， 探索
老年照护模式及护理专业人才培养途
径，介绍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模式，
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为国内同行提供借
鉴参考， 以推动我国老年照护服务创新
和人才培养。 本次论坛由中南大学湘雅
护理学院、 中南大学湘雅泛海健康管理
研究院、 泛海健康产业资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主办。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5人登上6月“中国好人榜”

长沙警方开展
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演练

探索老年照护模式及护理人才培养途径

第四届湘雅护理国际论坛召开

医院高层楼宇起火逃生演练

多单位联合打造“五分钟救援圈”

产教融合出新招
校企合办“新能源汽车”二级学院

李性蒲：

种桃种李种春风

� � � � 李性蒲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做纸桥承
重设计。（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专家聚首澧县研讨考古遗址保护与利用

我省食盐质量安全监管职能昨起正式交接

曲颂
党旗红
6月29日晚， 艺

术家在演奏 《唱支山
歌给党听》。 当天，
由湖南省文化馆主
办、 湖南省湘剧院民
族乐团演出的“曲颂
党旗红” 专题民族音
乐会在湖南音乐厅举
行， 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97周年。

傅聪 龙文泱
摄影报道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对发生较大事故，存在7种情形的纳

入约谈： 重大敏感时期发生较大事故或
事故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事故应急
处置不力,致使事故危害扩大,死亡人数
达到较大事故；迟报、谎报和瞒报较大事
故信息；30日内发生2起较大事故；较大
事故起数超过年度控制目标； 较大事故
未按规定要求完成调查, 或未落实责任
追究、防范和整改措施；其他需要约谈的
情况。

对安全生产工作不力，存在5种情
形的纳入约谈：发生较大事故；短期内
连续发生多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 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未按规定
组织调查 , 或对事故调查发现的安全
隐患、 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未按规定
整改落实； 省安委办或省安委会成员
单位督办、 交办的重大事故隐患未按
要求完成整改； 存在严重违法违规生
产经营建设行为长期未有效打击治理
等其他需要约谈的情况。

�荨荨（紧接1版①）因重大自然灾害、重大
意外事故、 重大疾病导致生活特别困难
的党员135名； 因公或见义勇为致残党
员、牺牲的党员家属，被追授为省级以上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党员94名。

据了解， 帮扶资金将由各地组织
部门或党组织负责同志在“七一”前后
逐一上门发放到位。 对未纳入省级帮

扶资金帮扶范围的困难党员， 省委组
织部明确由市、 县和省直行业系统设
立的关怀帮扶资金进行帮扶。目前，全
省已有11个市州、1个省直系统、101个
县市区设立党内关怀帮扶资金， 今年
“七一” 将有23000余名生活困难党员
受到各级党内关怀帮扶资金的救助帮
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