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通讯员 罗文国

“我们的太阳系就像一个家，太阳是
爷爷，地球等八大行星是爸爸，围绕着行
星运行的卫星就像是儿子……”9月5日，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学1816
班，廖声斌老师为高一新生们讲授新学期
的第一堂地理课———《宇宙的结构》。讲台
上的他和蔼可亲、娓娓道来，复杂的地理
知识不再枯燥乏味，茫茫的星空仿佛绽放
着无限的魅力， 在孩子们的心里开出了
花。

56岁的廖声斌已经记不起，这是他带
的第几届学生。从教36年，早已是桃李满
天下， 而他仍然耕耘在这三尺讲台上，把

星空、河川和大海，描绘在学生的心里。廖
声斌最爱跟学生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仰望
星空，脚踏实地。他希望学生们都能树立
远大的理想，但更要努力去学习。仅在自
治州民族中学工作18年里，他所任教的十
届高三文综高考成绩均列全州首位；任教
班级考入北大、清华学生22人。他所辅导
的学生先后5次参加“全国中学生地理科
技大赛”，获一等奖8人。

廖声斌是自治州唯一的湖南省地理
特级教师、自治州地理学科带头人。他担
任地理教研组长已23年，其教研能力有目
共睹。2010年，其教研团队被评为全省首
届“优秀教研组”，他本人荣获全省“优秀
教研组长”称号。在自治州开展的3年“五

百教研工程”中，他组织编写的校本教材
《学易·地理》和《校园环境教育读本》均获
一等奖。他从多角度反思总结自己30年的
教学经验与体会，所撰写的教研专著《地
理课堂经纬》被评为全州“五百教研工程”
十大教研著述之一。

2007年以来， 廖声斌先后主持或参
与了省级课题研究6项。 其中， 他主持的
《高中地理教学与湘西地质地貌科考活动
结合的研究》课题，在全省“十二五”教育
科研课题成果评比中获一等奖。20多篇
教研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或省级评
比中获奖。 因教研工作突出，2017年,他
被评为自治州“十佳教研员”。

虽然著述等身、育人无数，廖声斌却

并未停下脚步。作为自治州民族中学第一
个名师工作室的首席名师，他把培养青年
教师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学校的一批青
年地理教师茁壮成长。2017年， 他带领的
团队参加全省中小学教师在线集体备课
大赛，荣获全省高中地理组特等奖。在他
的指导下， 近年来在全省地理教学竞赛
中，先后获一等奖4人、获二等奖2人。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廖声斌依
然在课堂间乐此不疲，奋力前行。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蒋施龙

“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你，你只要
好好学习就行……”9月6日， 记者来到永
州道县最偏远的洪塘营瑶族乡中心小学，
采访两鬓斑白的杨隆军老师，他正在与一
个学生促膝谈心。

“杨老师一开学就忙开了，除了上课、
备课、管理学生，还要给学生作心理辅导
和思想工作。” 校长蒋平生向记者介绍起
杨隆军老师，“杨隆军是学校的顶梁柱，由
于学校缺编严重，他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
虽已年过半百，却毫无怨言。”

杨隆军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一生下
来即被父母丢弃，是村里好心人救活并把
他养大。懂事以后，杨隆军立志刻苦学习，
靠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捡破烂、挖药
材，挣学费艰难地完成了学业。少年杨隆
军最大的愿望，是回报乡亲，用知识改变
山里孩子的命运。

1984年，杨隆军心想事成，考取了乡民
办教师，被安排在当地村小任教。从教34年，
杨隆军严格要求自己，他创立了“四自”管理
学生法和小学语文字、词、句教学兴趣法。教
学成绩一直名列全学区同年级前茅。

杨隆军对贫困孩子厚爱有加，除了经

常用自身的经历和生动的故事，鼓励孩子
们做命运的强者， 还经常用微薄的工资，
资助那些贫困学生。学生欧湘辉，母亲因
病去世，父亲外出不归，家里只有年迈的
爷爷，家庭极为困难。杨隆军知道后，一直
资助他从三年级读到六年级，每年还给他
买衣服、鞋袜等生活用品。学生赵书会的
父母离异，家庭条件很差。赵书会因此中
途失学两年。杨隆军得知后，把她找回学
校，帮她补课，解决生活费。赵书会说：“杨
老师把父爱、师爱无私奉献给了我们这些
贫困孩子，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的恩德！”

山区学校条件差， 杨隆军有个心愿，

他想发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关爱贫困山区
孩子，改善瑶乡的教育设施。为此，他做通
在北京发展的洪塘营籍爱心人士成纯光
先生的工作。成纯光被杨隆军的爱心所感
动，资助150余万元，帮洪塘营中心小学建
了综合大楼。从2010年起，成纯光还为家
乡教育设立了助教助学奖。杨隆军还动员
成先生的两个儿子帮学校硬化操场，捐赠
电脑、图书，捐建篮球场。

浓浓爱心献瑶山。34年的奉献， 使众
多瑶乡孩子在他的教育下学有所成。每当
看到自己的学生走出大瑶山，杨隆军的心
中都会升腾起一股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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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让“张家界莓茶”
走向更宽广舞台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田育才）今日，由湖南农
业大学和张家界市永定区政府共同主办的2018张家界
莓茶产业发展论坛在永定区举行， 来自农业农村部、湖
南农业大学等单位从事茶产业研究的专家教授齐聚一
堂，为做大做强做优“张家界莓茶”产业建言献策，进一
步擦亮“张家界莓茶”金字招牌，共同推进“张家界莓茶”
品牌走出湖南、走向世界。

本次论坛以“解密张家界莓茶，助推乡村振兴”为主
题，旨在搭建茶旅融合交流平台，以茶为媒、以茶兴业、
以茶惠民，进一步提质升级莓茶产业，把“张家界莓茶”
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产品公用品牌，助力精准
扶贫，助推乡村振兴。

“张家界莓茶”是永定区最具地方特色的主导产业
之一，因原产地在澧水上游茅岩河而得名“茅岩莓”，又
名莓茶、藤茶等，茶叶总黄酮含量高达43.78%，有“黄酮
之王”美誉。

近年来，永定区将莓茶作为“一县一特”的主导特色
产业进行培育发展， 探索出一条以莓茶助力脱贫攻坚、
推进旅游扶贫、促进茶旅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目前，该区莓茶种植面积达5万亩，成功带动山区4000
多户农户脱贫，2017年莓茶产业实现产值4.75亿元。

活动现场，永定区政府与湖南农业大学签订莓茶产
业发展（2018年-2023年）战略合作协议，张家界莓茶生
产企业与销售企业签订购销协议。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金慧莉） 今天是岳阳职业技术
学院新生报名的第一天，在医学院本土
化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报名处，前来报名
的学生排成了长队。“本土化医学检验
技术专业是我校新增的一个专业，不仅
学费、教材费、住宿费全免，学生毕业后
还包分配，学生不用担心就业问题！”该
校医学院院长闾四平告诉记者。

当前，乡村医生短缺问题是制约乡
村振兴的短板。老的干不动，新的不愿
来，乡村医生队伍年龄老化、后继乏人

的现象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为了
改变现状，今年来，湖南省出台了《关于
开展贫困地区基础医疗卫生机构本土
化人才培养工作的通知》，计划通过2年
时间，在全省高职院校启动贫困地区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本土化人才培养，破解
贫困地区乡村卫生事业“人才荒”问题。

此次人才培养项目中，岳阳职业技术
学院承担起了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人才
培养。为了落实好此项工作，该院配备精
干的教学力量，整合各类教学资源，新增
了本土化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并针对全省

51个贫困县进行招生，招收培养的学生实
行学费、教材费和住宿费全免。未来，他们
将通过系统的专业学习，掌握基层卫生所
需的基本理论和技能，具备常见病和多发
病的防治能力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毕业后直接分配到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
工作，成为农村群众的健康“守护神”。

目前，该校已完成了医学检验技术
专业96名全日制大专生的招录。 此外，
该校400余名中专学历的乡村医生本土
化人才培养也正在进行中，计划明年将
迎来第一批毕业生。

从“要我改”
变“我愿改”

临澧安福街道棚改项目进展顺利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通讯员 黄金波 王昆
记者 肖洋桂)近日，在临澧县安福街道原金属
公司宿舍楼棚改征拆集中签约现场， 住户钟兆
葡第一个签了约，还帮着做其他住户的工作。最
后，同楼的12户住户全部签约。

安福街道地处临澧县城区。 为做好棚改工
作，该街道坚持“一把尺量准、一碗水端平”，依
法操作、阳光征拆。将相关评估标准、户型测算
结果等全部公开， 主动接受监督， 消除群众疑
虑，让棚改户从“要我改”变为“我愿改”。街道还
切实做到廉洁征收，严禁吃拿卡要，公布举报热
线，并派专人走访了解工作人员廉洁情况，赢得
群众信任。

自去年以来， 安福街道启动实施棚改项目
14个，目前各项目进展顺利，惠及居民近1300
户6000余人。

茶陵花湖谷旅游区
紫薇园开园

为全国品种最新、规模最大紫薇园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阳童 陈凌云）今日上午，“走近大自然，相约花
湖谷”———罗霄之心·花湖谷旅游区紫薇园开园
仪式在茶陵县万樟园林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举
行，当天吸引近万人畅游万亩紫薇花海。据悉，
花湖谷旅游区紫薇园是目前全国品种最新、最
优、最全及规模最大的紫薇园。

茶陵县花湖谷旅游区由湖南万樟园林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占地200平方公里，是一个
整合“山、水、林”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集
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研学体验于一体的中高端
旅游景区。

此次开园的花湖谷旅游区紫薇园， 是花湖
谷景区核心景点，占地1.13万亩，建有6000米紫
薇长廊以及紫薇千禧园、紫薇祥瑞园、紫薇祈福
园等，栽种各种紫薇110多万株。

廖声斌：讲台有声育桃李

杨隆军：粉笔无言写春秋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黄时中

9月7日，家住长沙市天心区文源街道天鸿社区的张
娭毑，指着家里新安装的环保油烟净化机，连连称赞。

在这个老旧小区，记者发现绝大多数居民餐厨油烟
都靠排气扇外排，厨房窗口处的外墙上几乎都有一片黑
乎乎的油渍。天鸿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他们
也曾组织人员对外墙进行过清洗，但治标不治本。

天心区将全区有治理任务的65010户，纳入了老旧
小区居民家庭餐厨油烟净化治理工作3年（2018-2020
年）行动计划。结合社区提质提档和老城区有机更新工
作，今年将采取“政府统一采购，街道组织实施”的方式，
为2.6万户家庭免费更换餐厨油烟治理设备， 切实保护
和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餐厨油烟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源头，抓好老旧小区
餐厨油烟污染净化是蓝天保卫战治本之策的重要内
容。”天心区两型办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部署，天心区
将在2020年前实现城区老旧小区居民家庭餐厨油烟污
染基本清零，以守卫“天心蓝”。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初秋时节，天气依旧酷热，蓝山县
塔峰镇英才路，68岁的传统瑶服传承人
盘炳娥中午也顾不得休息，忙着缝制一
批新设计的瑶服。自2001年从县卫计部
门退休后，盘炳娥就把全部精力放在传
统瑶服收集和缝制上。

据介绍，瑶族有个习俗，瑶家姑娘
出嫁时都会准备一套瑶服， 压箱存放，
相伴一生。盘炳娥从小就对漂亮大方的
瑶服情有独钟，可如今，瑶乡会缝制瑶
服的人越来越少。

“她把传承和革新瑶服作为晚年最
大的责任，每天坚持工作10来个小时。”
知情人说。

盘炳娥走访了12个瑶族村寨，拜访
了近100名老手工艺人， 几年下来收集

瑶服绣图100多种。 利用这些宝贵的绣
图，盘炳娥让不少早已消失的传统瑶服
重见天日。“蓝山有山瑶和平地瑶，每种
瑶服花色都不同，并且一套瑶服光是绣
图就有20多种。”盘炳娥介绍。

传统瑶服绣花比较零碎，无论是机
器还是手工拼接， 都比较耗时费力。盘
炳娥紧跟时代， 找到广州一名机绣师
傅， 用刺绣软件对瑶服绣花进行制版。
经过反复试验，用绣花机绣出了第一批
花纹精美、色彩饱满的瑶服花片，然后
将花片整块缝制在瑶服上，省去了拼接
的麻烦，瑶服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盘炳娥还创新款式，在保留瑶服传
统绣花的基础上，在领口、袖子、裤腿、
腰带上增加花纹图案点缀，使传统瑶服
变得时尚起来。“去年大桥瑶族乡20周
年乡庆，嘉宾穿的瑶服都是我们缝制的

最新款式。”她说。
为使瑶服走向市场， 盘炳娥还在

县城开办了蓝山县城第一家瑶族服饰
店，吸引瑶服爱好者购买，也引来各地
民族文化专家参观。 在蓝山县委支持
下， 盘炳娥在汇源瑶族乡源峰村办起
了民族文化活动中心，组织20多名乡
亲利用业余时间绣制传统瑶服， 传承
瑶服文化。

如今，盘炳娥年事渐高，身体大不
如前，眼睛也不太好使了，但她传承传
统瑶服的脚步没有停歇。最近，她又挑
选100多件百年以上传统瑶服绣品，在
县城办起了展览，并担任讲解员推广瑶
服文化。她还打算把多年来收集的瑶服
绣花图案缝制成一幅百米长卷，并举办
瑶族时装进化秀，为传承瑶服文化“锦
上添花”。

推动新药研发进程

第二届长效缓释新药研发
国际高峰论坛召开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余旭华）今天，第二届长效缓释新药研发国际高
峰论坛在长沙召开。 中科院院士席振峰以及来
自国内外药学领域的顶尖学术专家、 医药行业
优秀企业家、知名投资机构代表等参加。

与会嘉宾畅谈了在深耕领域的研究成果与
经验及对医药行业现状的隐忧、 对未来发展的
希冀。 此次论坛对科技创新和前沿医疗进行了
探索，将促进长沙制药领域学术交流、产学研合
作的国际化，以及交叉科学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峰会上， 湖南华腾制药有限公司药学院正
式成立揭牌。 此举旨在建立全球最大的高端人
才智库，推动湖南乃至全国的新药研发进程，在
湖南打造千亿级别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乡村医生”报到 三种费用全免
岳阳职院破解乡村卫生事业“人才荒”

9月10日20时，长沙万达广场为教师节亮灯，主体建筑上闪耀着“老师您好”几个大字。教师节前夕，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2018年度“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号召全国各地于教师节当晚，在当地地标性建筑上为教师
“亮灯”，引导社会各界感念师恩、礼敬教师，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为教师亮灯

盘炳娥：瑶服相伴乐无穷老百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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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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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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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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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四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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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13428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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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18246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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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24 1040 5449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799 173 138227

6 30

告别排气扇
守卫“天心蓝”

天心区将为2.6万户家庭免费
更换油烟机

漫
画/

张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