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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微档案】
许俐华，女，出生于1976年，衡南县人，一级

教师。19岁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先
后在衡南县洪山镇古城中学和双林中学教数学
和生物 ，多次荣获 “衡南县优秀教师 ”荣誉称
号。

【故事】
6月19日，衡南县洪山镇双林中学校园内。

邓双荣老师笑着向记者介绍说：“和她教同一
届， 她一个本子上记满了哪个同学做了什么错
题。”校长罗斌生证实：她教生物第一，数学数一
数二。他们说的是42岁的许俐华老师，已执教
鞭23载。

当天上午，许俐华走进196班教室时，受到
学生的欢呼。在学生眼里，许俐华是一个神奇的
“魔术师”。 她让原本不喜欢生物和数学的孩子
争着当课代表。别的初三班都是男生数学好，而
她教的班，前10名女生占了8个。

上许俐华的课， 绝对不让你打瞌睡。 一上
课，她拿出一副扑克牌变魔术，打乱，让同学检
验， 并让其任抽一张， 同学们眼睛瞪得比铜铃
大，争先恐后上台检验，都让许俐华轻易地找到
了那一张。在同学们佩服而惊讶的眼光中，许俐
华才解释旋转的原理，开始数学《平移和旋转》
新的一课。讲几何难题时，许俐华还会制作成动
画片来讲；讲解直角三角形时，她让学生去测量
校内旗杆高度；学习“相似”时，让学生按比例画
出篮球场中的所有线条；学习频数、频率时，她
要学生自己制作骰子， 自己亲手来扔……抓住
中学生好胜和自我意识强的心理， 她经常让学
生开展小组讨论，不时“比一比赛一赛”；一题多
变，反向求证，让学生们的脑子灵活训练。而且
在许俐华的课上，插嘴、多动都没问题，你可尽
情发表意见……就这样， 原本畏惧数学不喜欢
数学的孩子， 也发现了数学课和生活息息相关

又这样好玩，他们享受每一堂数学课。
许俐华2010年从洪山镇古城中学调到双

林中学时， 是双林中学第一个当班主任的女老
师。 她和初三处于青春叛逆期又大多远离父母
的孩子“斗智斗勇”，成了让孩子们佩服的“侦
探”。

一个男生在同学的作业本上写了一段骂英
语老师的话，把老师气坏了，给班主任许俐华下
通牒：不找出这个学生不进教室门。许俐华秘不
声张，把有“嫌疑”的20个同学的作业本找来，
核对笔迹，终于找出了这个“聪明”的学生。事实
面前，孩子对“侦探”深感佩服，乖乖向英语老师
承认了错误。

一个男生天天讲小话，让他坐前排来，他门
一甩就冲出去了。许俐华紧急召唤丈夫去追，经
过多次谈心，孩子开始好好读书了。但周日晚上
来校时，又老迟到，后来，她让这个男生管寝室

纪律，没想到竟成了老师的得力助手。
一个女生和妈妈在电话里吵了一架，大雨

滂沱，上网不归，许俐华一个个网吧去找；两个
男生“鬼鬼祟祟”准备去上网，被看似柔弱的许
俐华识破，赏了一顿“柏树枝加餐”，不敢轻举妄
动了。

乡村教书23载， 她不知给多少孩子补过
课，却从没过收过一分钱补课费。对学生全身心
的付出， 许俐华累垮了身体，2016年才搬进学
校60平方米的教师公租房。最近才发现19岁的
独生女儿拿筷子姿势不对（孩子小时候由乡下
奶奶照看），而自己作为独生女儿，父亲50多岁
突发脑溢血去世也没在身边。但许俐华时刻幸
福感满溢，她永远记得，30岁生日时，学生们把
生日蛋糕糊了她一脸，叫她“妈妈老师”。她一岁
多就没有了妈妈，当年也是从数学老师那里得
到过妈妈一样的爱。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康衡 杨龙）昨天上午，第四届台湾
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湘“爱·在
芒果”实习交流活动在长沙启动。来自台
湾22所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50名学生，
将在湖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10个频道
及单位进行近一个月的实习交流。

此次实习交流活动将全程采取“一
对一”师徒组合的方式，即为每位台湾实
习生配备一名“芒果师傅”，手把手传授
技艺。 启动仪式现场，50位台湾学生与
“芒果师傅”成功配对。

此次提供的实习岗位包括电视主
持、记者编辑、新媒体运营等，实习内容
包括节目策划录制、新闻采访编辑、座谈
观摩等。 交流活动将持续到7月26日结

束， 台湾学生们将以小组的形式共同完
成实习视频作品。 来自台湾长荣大学大
众传播学系的大三学生毛御亘表示，自
己从大一起就关注这个活动， 接下来的
一个月将全力以赴完成好每次任务。

据悉，“爱·在芒果” 实习活动已成
为台湾学生最向往、 最有吸引力的暑
期实习活动之一，共有台湾47所（次）
高校的125位新闻传播科系大学生、研
究生参加活动。今年5月，湖南广播电
视台获批成为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
示范点。

此次活动由省台办、 湖南广播电视
台、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共同举办。仪
式最后， 省台办主任肖祥清向湖南广播
电视台授“爱·在芒果”活动营旗。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陈沐）今晚，由怀化市鹤城区阳
戏保护传承中心创作的现代革命历史题
材阳戏《侗山红》 在长沙市实验剧场首
演。

该剧由国家一级编剧冯之担任编
剧，国家一级导演贺希娟担任导演，国家
一级演奏员、作曲陈耀担任音乐统筹，资
深阳戏老艺人冯甲一担任阳戏唱腔设
计。 剧作根据发生在通道侗族自治县芋
头侗寨的真实故事改编， 以红军通道转
兵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 讲述了芋头侗
寨村民收留救治两名受伤红军的动人故
事。剧中，村民们为了掩护两名红军，与

国民党反动民团多次周旋。 两名红军一
名因掩护村民英勇牺牲， 一名治愈后归
队。最后，受到红军革命精神感召的侗族
有志青年纷纷加入了红军的队伍。

《侗山红》通过塑造红军排长李宝山、
战士马大兵、侗族姑娘月亮和她父亲龙十
五、 芋头侗寨寨主杨寨佬等艺术形象，展
现了红军战士对共产主义理想与信仰的
坚守、侗族同胞和红军的鱼水之情。

这是怀化上河阳戏首部反映通道转
兵题材的作品。 阳戏在怀化已有300多年
历史，上河阳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它取材贴近生活，音乐曲牌简
洁，朗朗上口，在老百姓中流传广泛。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
员 刘奕芸）2018年3月27日， 益阳市资阳公安
分局茈湖口派出所在办理王某跃敲诈勒索一案
时，获悉资阳区茈湖口镇村民王某方、王某江等
人，于2013年至2017年间在茈湖口镇和利村一
带资江河道内非法采挖砂石， 近四年时间内总
采砂量达到76万余吨， 涉案金额1075万余元。
目前，王某方等5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
在进一步侦办中。

为深入推进益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
厉打击非法采砂（采矿）行为，守护好一江碧水，
今年以来，益阳市依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

强化对非法采砂（采矿）行为的打击整治，行动
部署后， 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迅速展开专项打
击行动，将环保、水务部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紧密衔接，变过去“等案上门”为公安、环保、水
务等部门发挥各自职能“主动寻案”，针对辖区
洞庭湖沿岸及资水、 沅水等主要河流沿线重点
部位、重点场所，从采砂船舶、销售渠道、从业人
员核查等方面延伸侦查， 组织对砂石采挖、加
工、销售场所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研摸排。

全市公安机关重拳出击，严查快处，先后侦
破了沅江欧某等非法采砂（采矿）、掩饰犯罪所
得案，刑事拘留15人，逮捕7人，查明盗采砂石6

万余吨，涉案价值近400万元。侦破了安化谌某
军、谌某勇等非法采矿案，刑事拘留6人，查明盗
采毛岩1万余吨， 涉案价值20余万元。 截至目
前，全市累计破获
非法采砂（采矿）
案件14起，累计抓
获涉案人员57人，
刑事拘留46人，逮
捕17人，行政处罚
4人，查封、冻结、
扣押资金114.8万
元。

许俐华：最美的“魔术师”和“侦探”

7月4日晚，革命历史题材剧上河阳戏《侗山红》在长沙市实验剧场上演。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第四届“爱·在芒果”活动启动
50名台湾学生来湘开展实习交流

现代革命历史题材
阳戏《侗山红》首演

衡南县洪山镇双林中学，许俐华在给学生上生物课。 易禹琳 摄

益阳依托扫黑除恶严查非法采砂采矿
目前已破获有关案件14起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梁辉 陈文玉） 湖南首次口腔健
康流行病学调查部分结果昨天公布。结
果显示：3岁儿童患龋率为53.2%，4岁儿
童患龋率为66.5%，5岁儿童患龋率为
73.4% ，3至 5岁 儿 童 患 龋 率 合 计 为
64.6%，儿童患龋率逐年升高。

该调查对省内3882名3至5岁儿童
随机抽样，调查表明，有25.9%的儿童每
天吃甜点和糖果， 儿童患龋率逐年升高
主要与饮食习惯有关，59.4%的儿童每
天喝饮料；只有59.3%的儿童每天刷牙1
至2次。根据以上结果不难发现，湖南3至
5岁儿童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每天进食
甜食， 近6成每天喝饮料，40.7%的人没
有每天刷牙的习惯， 因此导致儿童患龋

率一直居高不下。
作为湖南省牙病防治指导组挂靠

单位，湖南省人民医院从2002年开始负
责全省的牙病防治管理工作。 近年来，
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成为湖南
牙病防治的重头工作。从2008年至2017
年， 湖南共计完成窝沟封闭牙数共计
962355颗，封闭人数272929人；由省牙
防办组织全省牙防专家开展省级质量
复查148次，共计复查8813人；开展省级
口腔健康教育活动6次， 口腔健康覆盖
人群2万余人， 发放口腔健康宣教资料
累计2万余份； 省牙防办每年组织口腔
科医生对幼儿园家长和幼儿进行口腔
健康知识宣教、涂氟，并走入社区、中小
学开展口腔健康知识宣教活动。

3至5岁儿童超6成有蛀牙
儿童患龋率居高不下，主因是吃甜食和饮料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陈沐）联合利国文交所今天透露，荣宝斋(桂林)
2018年长沙春拍有多件拍品来自全国文物商
店库房，主要包括书画作品和瓷器。

据介绍， 本次拍卖的部分拍品来自湖南省
文物总店、上海文物商店、扬州文物商店、柳州
文物商店等； 还有一些拍品是委托方于各地文
物商店购买的， 如武汉文物商店、 广州文物商
店、南京文物商店等。它们均带有文物商店的旧
标或火漆。

旧藏中的书法作品有“湖湘三公子”谭延闿
的书法册页、“何氏四杰” 何绍基的对联、“晚清
中兴四大名臣”左宗棠的书法七言联等。谭延闿
是清代书画家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体的大家，
他的字字体宽博，顾盼自雄。何绍基的书法笔意
含蕴，骏发雄强，独具面貌，他被称为“有清二百
余年第一人”。

绘画作品有创新派画家程璋的花鸟画、“海
派艺术宗师”钱慧安的人物画、“书画全能”大师
黄山寿的《山水人物图》等。

瓷器则有日本彩龙纹瓶、 沅洲石山水插
屏、青花葫芦壁瓶、青花五彩小洗等。日本彩龙
纹瓶高38厘米，瓶撇口，长弧腹，圈足。瓶身彩
饰，巨龙盘旋，其雄伟之姿若隐若现。沅洲石山
水插屏造型古朴典雅，屏面巧借沅洲石中的页
层岩质彩石巧雕福寿齐天图， 寓意福寿双全。
整器取材精良，设计新颖，画面布局疏朗有致、
线条优美，镌雕精巧细致。青花葫芦壁瓶胎质
坚致厚实，釉色肥润闪青。壁体自上至下施以
青花材料绘制主题人物纹和装饰性花纹，图案
繁密，场景热闹。背面款识“明万历年制”。

国内文物商店旧藏
汇集荣宝斋(桂林)2018年长沙春拍

青花葫芦壁瓶。（资料图片）

扫黑除恶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