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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双 余蓉

【微档案】
张细娇，女，出生于1976年，湖南安仁人，中

学一级教师。1997年从郴州师范毕业后，先后到
豪山中学、关王中学、安仁三中任教英语。曾多
次参加县级课改实验课教学比武并获奖，3次被
评为全县高三工作先进个人。

【故事】
7月5日中午，炎炎烈日正当头。在安仁县安

平镇的一所农村高中———安仁三中， 张细娇正
在办公室耐心地辅导学生陈桢桢的英语。

一张老旧的办公桌，两摞学生的试卷、备课
的资料码放得整整齐齐。 这里是张细娇坚守了
14年的“阵地”，不少学生从这里走出农村考上
大学，有的还考上了清华大学、中央美院等一流
学府。

安仁三中是一所以培养艺术类特长生见长
的农村普通高中。虽然大多数学生的专业成绩可
圈可点，但英语却是考大学的“拦路虎”。不少学生
刚进入安仁三中时， 甚至连音标都还没学会。对
他们来说，英语就像天上的星星，遥不可及。

“老师是什么，就是在孩子们实现梦想的路
上，尽力帮他们一把的人。”张细娇说。她把绝大
部分课外时间，用在了辅导这些学生身上。

“张老师的办公桌前，总是围着来问问题的
学生。” 阳永清与张细娇坐在同一个办公室。在
阳永清的眼里， 张细娇是一个对学生非常有耐
心的人，“有时候一个学生一天来三四趟， 一个
题目问五六遍，她就翻来覆去地讲。”

谭柳沁是美术生，专业成绩一流，但英语基
础差，单词都记不住几个。张细娇从音标、单词、
句子到篇章，为她“定时、定点、定量”单独订制
学习计划，连散步都常拉着谭柳沁一起，边走边
指导。提醒、督促、鼓励，谭柳沁英语高考考出了
122分的高分，被复旦大学录取。

阳文美术专业成绩一流，但他英语也差，平
时月考只有30多分。张细娇悉心辅导，不断地
鼓励他。阳文逐渐找到了方法，成绩稳步提高，
高考英语考了70分，达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分
数线，圆了“清华梦”。

曾受过张细娇英语辅导的学生刘文彬，目
前在北京理工大学攻读软件工程专业硕士，出
版了第一本书《遇见未知的自己》。刘文彬曾写
信给张细姣表达感恩之情：“您的辅导， 算是我
真正开始认识和接触英语， 让我打开了新世
界。”

在张细娇心里，学生不仅仅是自己的学生，
更像是自己的孩子。 她说：“很多孩子与父母分
开多年，缺乏关爱，敏感脆弱，让我很心疼。”

今年寒假的一天， 张细娇在微信圈上看到
学生陈桢桢发了一条微信“活在这个世界上太
难，我再也不想要坚强了”，心急如焚。给陈桢桢
发微信，不回；给陈桢桢打电话，不接。情急之

下，张细娇马上坐车赶到陈桢桢家里。
见到张细娇，陈桢桢扑过来，嚎啕大哭。陈

桢桢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家出走，一直跟着外
婆生活。年前，父亲回来了，却因车祸身亡。张细
娇抱着陈桢桢，泪如泉涌。自此，张细娇更疼爱
陈桢桢了。掏钱给她买书，买学习资料；经常带
她回家吃饭、洗澡；像妈妈一样跟她谈心说笑。
渐渐地，陈桢桢摆脱了心理阴影，重拾了生活的
希望。她说：“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师范，当一个
像张老师一样的老师。”

“教育的本质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
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这段话，是
张细娇的信仰。面对县城学校抛来的橄榄枝，她
从未想过要离开。张细娇说：“我离开这里，不过
是我们家的日子好过一些。我留在这里，让更多
的孩子考上大学高兴地离开， 我觉得日子过得
更有价值。”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唐春晖 刘魁春 李良

“那天，要不是小刘跳入水塘救了我
们祖孙3人， 我们这个家就散了。”7月19
日，家住衡阳县金兰镇乐田村的村民聂文
林，再次带着两个孙子来到该镇古城村刘
亮家，老人紧紧握着刘亮的双手，含着眼
泪感激地说,“救命之恩我们不会忘记!”

今年1月14日中午1时许， 寒风刺骨。
聂文林骑着摩托车载着两个孙子，不慎被
小车刮擦， 摩托车冲进了路旁的水塘，祖
孙3人全部落水。危急时刻，31岁的刘亮纵
身跳进了冰冷的水塘，连救他们祖孙3人。
上岸后，他默默地离开了现场。

记者随同老聂来到乐田村的事发现
场，找到现场目击的村民周贤维。老周向
记者描述了那天事故发生时的一幕。

“当时，肇事小车逃之夭夭，时值寒冬
季节，水塘里冰冷刺骨。” 周贤维说，落水
的祖孙3人都不会游泳，在水中拼命挣扎，
随时有生命危险。“我心急如焚，只见塘边
一位小伙子赶在我前面，一头跳进冰冷的
水塘救人。”老周说，他当时看到小伙子迅
速跳下摩托车，连车都没有放稳，边奔跑
边脱外衣，跳到塘里救人。

周贤维说， 小伙子在水中将爷孙3
人陆续顶推到岸边， 周贤维和闻讯赶来
的群众，联手将落水者拉上岸抢救，最后
救上小伙子时，小伙子已筋疲力尽。

由于抢救及时， 聂文林和两个孙子
与死神擦肩而过。没等他们缓过神来，救
命恩人已悄然离开。

小伙子舍己救人的故事， 很快温暖
了整个村庄。

由于当时没有留存小伙子的电话和
住址，那几天，报恩心切的聂文林和家人
四处打听“英雄”下落，希望能够早日找

到救命恩人，当面说声感谢。
1月22日，跳水救人的小伙子“隐姓

埋名”了一个多星期后，最终被街坊邻居
找到。

这名见义勇为的小伙子名叫刘亮，
金兰镇古城村长组人， 是一名木匠。当
天，他骑着摩托车去师傅家帮忙干活，途
经乐田村突遇落水的聂文林祖孙3人。

“当时情况很危险，我看见水塘中有
一个老人举着两个小孩在水中拼命挣
扎。”刘亮说，他没有多想，脱下外套，就
跳入了水中救人。

刘亮说，鱼塘水近2米深。他游泳拖不
动落水者，就憋着气，用脚探底，最后踩着
塘泥，竭尽全力将3人顶推到岸边。整个援
救过程不到2分钟，3条生命转危为安。见
到3人成功脱险，刘亮心里也很高兴。

浑身湿透的刘亮回家换了衣服，如
往常一样做着木工，过着平静的生活，就
当事情没发生一样。

事后，聂文林多次登门致谢，予以现
金酬谢，却遭到了刘亮的拒绝。刘亮说：
“救了人，我心里高兴。”

“在我的心目中，刘亮是一个见义勇
为的模范，这种行为值得学习、点赞！”金
兰镇古城村村民朱运发动情地说。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 通讯员 喻玲
记者 左丹 ） 记者今天从长沙理工大学获
悉， 教育部近日决定， 授予长沙理工大学
2015届研究生、今年6月中国“敬业奉献”好
人邹勇松“全国优秀大学生”称号。决定指
出， 邹勇松同学的先进事迹展现出了新时
代青年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刻
苦钻研、勇攀高峰的积极风貌，乐观向上、
仁爱奉献的豁达胸襟， 是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青年成长成才系列重要论述的模范代
表。

邹勇松同学在每天需要进行4次腹膜
透析维持生命的情况下，仍努力进行科研，

近两年取得6项发明专利及软件著作权；他
饱受疾病折磨，却心系他人、奉献社会，定
期参加志愿服务并提交“器官捐献”申请自
愿捐献器官。今年4月，邹勇松被评为“全国
大学生自强之星”，5月被湖南省文明办评
为“湖南好人”，6月被中央文明办评为全国
“敬业奉献”好人。

今年6月开始，包括湖南日报在内的省
内外主流媒体对邹勇松同学的先进事迹进
行了系列报道。7月，湖南省委教育工委、省
教育厅授予邹勇松同学“湖南省优秀大学
生”荣誉称号，并在全省教育系统发出向邹
勇松同学学习
活动的通知。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救了人，我心里高兴”
———记衡阳县金兰镇古城村村民刘亮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通讯员 杨明 刘红
梅）7月16日，临澧偏远的官亭乡楼子村13组65
岁的村民罗鸣一家，敲锣打鼓为临澧中医医院
眼科主任芦景波专程送来一面特殊的锦旗。这
是临澧中医医院为民送光明的一个侧影。

临澧中医医院从6月1日起组织了送光明医
疗小分队，走村入户免费为农村60岁以上老人筛
查眼疾。临澧官亭乡楼子村13组村民罗鸣老人双
眼患白内障眼疾痛苦不堪，经医疗小分队筛查右
眼视力0.1， 左眼0.2。6月20日他在眼科中心做了
白内障乳化术加人工晶体植入术，目前右眼视力
已达1.0，左眼视力达0.8。截至目前，该县今年已
完成176例60岁以上老人的白内障手术， 除新农
合报销之外，自费部分均由医院减免。

张细娇：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临澧：医疗小分队送光明 邹勇松获“全国优秀大学生”称号

张细娇在给学生上课。（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李平江）今天，岳阳市岳阳楼区
人民法院根据真实案件改编拍摄的微电
影《妈吗》，进入了全国法院第五届微电
影微视频评选颁奖大会获奖名单， 一举
夺得“全国法院十佳微电影提名奖”，为
我省唯一获奖作品。

微电影《妈吗》为岳阳首部关爱未成
年人题材作品， 根据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审理的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例改编而
成。 该片讲述的是问题少年与“法官妈
妈”的故事：由奶奶带大的少年魏明，从
小父母离异，由于家庭教育的失衡，在社
会青年教唆怂恿下，常常打架斗殴，在一

次“江湖寻仇”斗殴中将他人刺成重伤。
在法院审判过程中， 身为法官的孙莉了
解魏明情况后， 主动充当了妈妈这一角
色。“法官妈妈”的出现，让魏明的成长发
生了巨大改变。

该微电影出品人为岳阳楼区人民
法院院长夏常凯， 大部分演员均由该法
院干警担任，虽然首次“触电”，却表演自
然，感情真挚。

全国法院第五届微电影微视频评
选活动由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 中华全
国法制新闻协会等7家单位联合主办，
共评出特别奖2个，十佳微电影、十佳微
视频、十佳微电影提名奖30个。

岳阳楼区法院拍微电影《妈吗》
荣膺“全国法院十佳微电影提名奖”

■点评
面对祖孙3人落水命悬一线的危

难时刻，31岁的刘亮毫不犹豫，脱下外
套跳进冰冷的水塘， 奋力将落水的祖
孙3人全部救上岸后，悄然离开现场。

有邻居曾问过刘亮， 救了人为何
不说出来？ 憨厚耿直的刘亮回答说：
“我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是我应该做
的，没什么好说的。”话语朴实无华，精
神境界高尚。这种舍己救人、甘当无名
英雄的品质令人敬佩，值得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