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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侯定宇 李成秋

“在我青春尚未褪色前，请与我见面。在
我还能负载你的时候，钟爱我一生……”这是
安仁县第三中学教师李伊去世前4天为全班
学生演唱的一首《钟爱一生》，学生录了视频。
没想到，这竟成了李伊的“绝唱”。

李伊是安仁三中高二年级班主任、 政治
教师。2015年12月， 他被查出患了直肠癌；
2016年4月手术后一个月他就要求上班，被婉
拒；2016年8月主动复岗上班，2018年9月主动
要求当班主任， 并承担一个全编制教师的教
学任务。9月28日，李伊像往常一样提前5分钟
出早操， 途中突然倒地， 被送至医院抢救无
效，于当晚离世，终年47岁。

“每个人都要自带光芒”

“每个人都要自带光芒。”安仁三中高二
355班学生何菱昕记得很清楚，这是李伊经常
讲的一句话。

李伊一生践行着这个承诺。
1971年11月， 李伊出生于安仁县清溪镇

红光村一个贫寒家庭，4岁时不慎跌入石灰
池，眼角膜被灼伤，视力很差。但他学习刻苦，
自强不息，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从衡阳师专毕业后， 李伊来到安仁山口
中学教书。这是一所农村中学。李伊总是满腔
热情，兢兢业业。2005年，他被选调进另一所
农村中学安仁三中。因为教学能力强，李伊深
受学生的爱戴和同事的尊敬， 多次被评为县
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和先进教育工作者。

学生刘一帆回忆，李老师总是笑容满面、和
蔼可亲。他经常讲自己童年、少年时代的事，讲
得最多的就是“做人要自强，到哪里都要发光”。

“把学生名字偷偷写在手心上”

采访中，学生何小慧道出了一个秘密：开
学初，李伊只花两三天时间，就记住了全班75
个人的名字。 她说：“我看到李老师把学生名
字偷偷写在手心上。”

李伊就是这样一位将学生名字写在手心
上、将学生冷暖挂在心头的好教师。学生陈思
讲了一个细节：李伊查寝，每次遇到有学生上
卫生间，他要等学生回来后才放心离开。

2012届文科补习班有两位学生早恋，准
备放弃高考。李伊知道后，连续4天找他们聊
天做思想工作，让学生吃住在自己家里。在李
伊的耐心劝解下，两人重新投入紧张的复习，
最终都考上理想的大学。

也许是有所预感， 李伊多次对妻子段婵
环说， 这一届可能是自己带的最后一届学生
了， 要多花些心思。 就在发病昏厥的那个早
晨，李伊醒来后，立即要段婵环把学生寄存的
1000元贫困生补助费送到学生手中。

“最喜欢听李老师上的课”

李伊喜欢读书。据段婵环介绍，他曾一个
月读完15本书。 学生们异口同声：“我们最喜
欢听李老师上的课。”

高中教师专业性很强， 但教政治课的李
伊，多次为学生辅导解答英语、数理化学科的
习题。碰到不会的题目，李伊也会尽快查阅相
关资料，及时给学生答复。因此，李伊得了一
个“全科老师”的称谓。他最得意的学生阳文
考上了清华大学。

李伊喜欢钻研。 每次备课都要查很多资
料，每年都会写论文。采访中，段婵环将一篇
题为《新课标下高中政治课的情景教学》的论

文给我们看。“这是李伊离开前一天才完稿的
论文。他写了20多天。”

“和学生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事”

2016年4月， 李伊动直肠癌手术后一个
月，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上班。妻子不同
意， 学校领导也不同意。8月， 他又提出要上
班。 他说：“我是一名教师， 要我长期休假在
家，什么事都不做，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校长陈大初拗不过他，让他复岗，但只给
他安排了半个编制的工作量， 他却提出要当
班主任：“当班主任是我喜欢干的事， 和学生
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事。”

陈大初开始不同意，他就软缠硬磨，最终
当了高二文科355班的班主任， 还兼了5个班
的政治教学。

今年9月26日，李伊背部疼痛，妻子要他
去检查，他考虑到不耽误教学，说等国庆放假
再去检查。 但没等到国庆， 李伊就永远倒下
了。

陈大初回忆，李伊一直很坚强，大病初愈
后的一次大会上，他只字未提自己的病痛，更
多的是讲对家人、对同事、对学校的感谢。学
校领导多次问他有没有困难，他只字未提，暗
地里却向同事借了不少钱。住院那年，县里有
个大病资助金1万元，学校准备给他，他却要
学校把指标让给其他困难教师。

段婵环在牌楼乡一个村小当校长， 离李
伊工作的安仁三中很远， 但李伊从未向组织
提出把妻子调到附近的学校来。有一次，学校
领导主动找他谈这事。他说，那个学校师范生
少，那里需要她。

“在他的心里，不管是他的学生，还是我
的学生，都很重要。”段婵环说。

“每个人都要自带光芒”
———追忆安仁县第三中学教师李伊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叶）4000年前的几何纹金杯、代
表古希腊建筑风格的科林斯式石柱头……
湖南省博物馆国际文物大展“来自阿富汗
的国宝”正在紧张布展。今天，“金冠”在湘
博开箱。以它为代表的231件（套）文物将
展现被誉为“古代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的
阿富汗的灿烂文明和悠久历史。

基座是一圈装饰着六瓣形花朵的带状
环，5棵树立在花环之上， 两边的4棵树上还
站着张开翅膀的大鸟。它们全部由黄金薄片
组成，让王冠看起来金光闪闪。所以被誉为
“金冠”。

据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副馆长Moham-
mad� Yahya� Mohibzada介绍，金冠出土于
“黄金之丘”蒂拉丘地遗址的六号墓，出土
时戴在墓主头顶，5棵树是生命之树。 墓主
人是一位身份尊贵的女性。

因为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邀约，从
2006年起，阿富汗的231件（套）文物开始

在全世界展览，2017年来到中国。 湖南省
博物馆是该展览在全球的第24站，在中国
的第6站。

“阿富汗坐落在亚洲的心脏地区，曾是
古代丝绸之路的中心， 四方文明的汇集之
地。我们希望通过本次展览，向大家展示对
古代世界文明产生重要影响的阿富汗文
化，认识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一带一路’
的历史意义。”该展览的策展人、湖南省博
物馆科研办主任喻燕姣说， 展出的文物大
部分是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代表性文物珍
品。在展览中，观众既可以看到罗马的金币
和玻璃器皿、帕提亚的金银币，还可以看到
印度的象牙首饰、中国青铜镜和漆器。除了
金冠， 蒂拉丘地遗址出土了2万多件金器，
其中，200多件金器将在本次展览展出。这
些文物涵盖了欧亚大陆各个地域的文化元
素，既体现了游牧民族与当地人的融合，也
反映了各地之间频繁的文化交流和丝绸之
路上繁荣的贸易往来。

阿富汗国宝“金冠”闪耀湘博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王磊 彭璐）12月21日，湖南省肿瘤防治
研究办公室发布的我省肿瘤登记的最新数据
显示：按照发病率估算，我省每年有超过15万
的新发癌症患者， 有超过10万的癌症患者死
亡，肺癌位列癌症发病率、死亡率榜首。

湖南省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主任刘湘国介
绍，这是我省23个肿瘤登记区县收集的2015年的
肿瘤新发和死亡病例的数据分析结果。我省肿瘤

粗发病率为215.19/10万，粗死亡率为144.16/10
万。按照发病率估算，全省每年有超过15万的新
发癌症患者，有超过10万的癌症患者死亡。

数据显示，我省发病前10位的癌症依次为：
肺癌、乳腺癌、肝癌、结直肠癌、子宫颈癌、胃癌、
子宫体癌、鼻咽癌、淋巴瘤和卵巢癌。其中，男性
癌症发病前3位为肺癌、肝癌和结直肠癌；女性
癌症发病率前3位为乳腺癌、肺癌和子宫颈癌。

湖南省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廖先

珍介绍，我省肿瘤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
口腔癌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
其在城市地区发病率明显高于农村地区；甲
状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较为明显；乳
腺癌成为危害我省女性健康的第一大肿瘤。

专家提醒，人口老龄化加剧、不健康生
活方式、环境暴露等多种癌症危险因素以及
我省癌症发病谱宽泛等现实原因，使得我省
癌症负担沉重，防治难度大。专家呼吁，社会

大众远离不良生活
习惯， 养成健康的
生活方式， 积极参
与癌症的早诊早治
筛查。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通讯员 张欣
记者 易禹琳）昨天上午，致力于工笔花鸟
画研究和创作60年的著名画家邹传安携
他的《邹传安全集》（海天出版社出版）回到
家乡新化，举行了读者见面会。

《邹传安全集》分为《工笔卷（上）》《工
笔卷（下）》《书法卷》《综合卷》共四卷。《工
笔卷》两册共收录工笔画349幅，《综合卷》
收录了其写意画、写生、白描、线性示范、画
稿、瓷画设计稿等328件，为读者了解他的
从艺之路及其学术研究领域不同层面提供
了难得的一手资料。

邹传安， 字书靖， 斋号知止，1940年
生，新化县水车镇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一级美术师，是我
国著名的工笔画画家。他致力于工笔花鸟
画的研究和创作迄今60年， 有5件作品为
中国美术馆收藏，近千件作品为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及国内外
公私机构收藏。他独创的大面积泼彩与工
笔画结合的形式，使工致的物象与元气淋
漓的背景融合，开拓了工笔花鸟画的新境
界。

我省每年新增逾15万癌症患者
肺癌居癌症发病率、死亡率首位

著名画家邹传安出全集

12月24日，工作人员将阿富汗蒂拉丘地六号墓出土的头饰文物“金冠”（公元25—50
年）进行布展。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