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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3月18日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
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中
南大学教师袁世平作为湖南6位参会教师代
表之一参加了会议。

袁世平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学生
说，他是“万能的袁导”。

18个本科班648人，他能叫出
所有人的名字

大学有一种老师，虽不上讲台，但负责
解惑立人，负责关照学生们的生活，默默奉
献着自己的爱心。 他们有一个平凡的名
字———辅导员。

袁世平19年如一日坚守在辅导员岗位，
是学生们的老师、密友，更是亲人。

他是一个真正把学生放在心里的老师。
2000年，袁世平刚参加工作，一个人带18个
本科班648人，一个月下来，在路上见到任何
学生，他都能喊出名字，让同学们甚是惊讶。

湘雅护理学院2013级学生毕业晚会上，
他用仿古文的形式，写了一篇文章，详述了
他与每一个学生第一次接触的情形。2018年
2014级学生毕业，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坚持每
天写一篇毕业寄语， 以自己的经历和思考，
引导学生走好未来的路。

19年来， 袁导带出的学生难以估算。如
今，他每星期至少接待一个来访的毕业生。

他和学生们一起打球，输了请吃饭；一起爬
山， 剪刀石头布输了背学生上山； 一起K
歌；打篮球玩嗨，门牙还被打松两颗；约去
湘江看烟花， 叠罗汉爬墙被狗追……有年
暑假， 他带学生去井冈山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 休息之余， 他与学生们一起在水中玩
耍， 学生们合力将他拖入水中， 并用水泼
他，泼水声、欢呼声一阵接一阵响起。就是
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亲密接触”中，他对
学生方方面面的情况了如指掌。 现在很多
毕业的学生打来电话， 对他称呼不是老师
而是大哥。

“辅导员面对的是一个个学生个体，做
的是人的工作， 只有真正的走进学生心里，
才可能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才能开展有效
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袁世平说。

近4年来，手机聊天帮扶记录
有近10万字

“我坚持做到的就是，对学生始终保持
着‘温度’。”袁世平说。

他曾凌晨2点被学生叫出来聊天。 一名
“重关生”复学报到，袁世平开车到车站去
接人。近4年来，光是手机上的聊天帮扶记
录就有近10万字。 无论是接学生电话还是
与学生聊天， 他的语气中没有一丝的不耐
烦。他尤其关注“留级生”“电游生”。一个连
续两次留级的学生， 他的父母因担心他又
把学费拿去打游戏， 特意委托袁世平代交

学费。 面对学生父母拿出的一大书包的零
钱，无助而又充满期待的眼神，袁世平眼眶
湿润了，心中腾起一个信念：帮助他毕业！
为此，他花了整整四年时间……后来，这名
学生不仅顺利毕业，如今还过得很不错。像
这样的“特殊”学生，19年来，他帮助过的有
50余名。

“辅导员工作面临最多的事情就是为学
生答疑、解惑。我们有永远回答不完的学生
问题，永远接不完的学生电话。我们的人要
有温度，我们的话也要有温度，要能让学生
感觉到温暖，让学生愿意向你靠近。”袁世平
说。

他带过的学生中累计有60余人次获得
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600余人次在国家级、
省部级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奖。 这些学生中，
有心中有党，大二就出版《红心向党》，被评
为湖南省百佳大学生党员的柴小桠；有心中
有爱，推迟婚期，捐献骨髓的“最美新娘”刘
子健；有心中有义，自己成立的公司才刚刚
起步，就给母校捐款1500万元的柴喜林等。

2018年，他被评为第十届“全国高校辅
导员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评价他：红心向
党，经世致用，他指引学生报效祖国服务社
会；见微知著，滴水成涓，他教育学生坚定信
仰磨练品格。精细服务学生全面发展，深度
融入学生成长过程， 积极探索育人良方巧
策，大爱融化学生心中坚冰。寒来暑往，驰而
不息邂逅最美光阴；秋收冬藏，倾心付出谱
就爱的华章。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3月12日，春意融融。30岁的梁红（化名）
来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眼科， 感谢她的恩
人———眼科主任夏晓波。

“是夏医生给了我光明。”梁红回忆，读高
中时得了青光眼，视力急剧下降，到处求医未
果，陷入深深的黑暗和绝望中。

“我一直记得他们一家人那充满期待的
眼神。”夏晓波说，因为眼压高引起视神经萎
缩，梁红当时的青光眼已发展到了中期，而且
此种病终身不可逆转，常规的“小梁切除术”
远期疗效不好。 当时， 夏晓波从美国回来不
久，病人和家属的信任让他充满勇气。他为梁
红开展了创新性手术，保住了视力。

“夏医生让我有了未来。我上了大学，也
有了孩子。”如今，梁红在长沙一所学校教书，
家庭美满幸福。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夏晓波是这扇窗户
的守护者。在他看来，救一个人，就是救一个家
庭；改善一种治疗，就会让更多人看到希望。

“治病好像一场比赛，会思考的医生在与
疾病的博弈中， 懂得张弛有度， 才能赢得胜
利。”夏晓波说。他常常从复杂的病情中抽丝
剥茧，发现“真凶”。

有位高度近视眼的患者， 发生了眼底出
血及严重的视力下降。 初诊的医生考虑到她
曾患过肺结核病，结合病史与体征，认为是黄
斑结核。患者经过漫长的抗痨及对症治疗，效
果不佳，随后辗转许多医院，医院都按照黄斑
结核病来治疗。

最后，这位患者找到了夏晓波。夏晓波面
诊时发现，肺部结核病只是一个
陈旧性病灶，主要改变是眼底黄
斑出血，以前的诊断考虑得太过
于严重和复杂了。他果断停止了
抗痨治疗，以陈旧性黄斑出血合

并视网膜下瘢痕来治疗。3个月后，患者眼底黄
斑病变有所缓解，果然并非黄斑结核。

还有位患者， 最初因为眼红就医， 做了
CT、生化等检查后，医生怀疑是某种特殊的
全身疾病。 治病花了十几万元， 还是不见好
转。患者30多岁，其他检查结果都正常。夏晓
波思考：也许，这位患者只是免疫功能处于一
种高敏状态， 对空气中的花粉或其他物质过
敏而引发的过敏性结膜炎？

夏晓波开了100多元的眼药水， 药到病
除。

“高科技的发展给医学开创了新天地，但
过度依赖科技的弊端也逐渐显露， 过度医疗
危害大。完全依靠设备，忽视临床诊断经验，
反而易弄巧成拙。”夏晓波告诫学生，磨刀不
误砍柴工，医生的这把“刀”通过望、闻、问、
切，在临床上反复磨练积累，才能精准。

治病有度，是夏晓波的行医准则。为了缩
短病人等待时间， 他专门到英国曼彻斯特眼
科医院学习技术和管理， 在科室开展日间手
术，让病人做完手术当天就能回家。通过3年
努力，他把一台常规白内障手术时间控制在7
至8分钟以内。

“当医生告诉你，手术只要七八分钟，你
肯定会觉得轻松不少吧。”夏晓波风趣地说。

夏晓波还是一名志愿者。从参加工作起，
他坚持每年一次到偏远、贫穷的乡村义诊。他
永远记得第一次到农村义诊的情景。一名90
岁的老人患有严重的白内障， 手术第二天揭
开纱布的时候，老人对夏晓波说：“你真是好，
把我从黑暗中解脱出来。” 就是这样一句话，
让夏晓波感到了做医生的自豪。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通讯员 彭广业
杨庆 记者 颜石敦）“我的行为给国家造成
了损失，我愿意接受组织处理。”日前，记者
看到桂阳县敖泉镇畜牧水产站站长曹某平

在检讨书中这样写道。
去年8月， 有群众举报曹某平利用职务

之便套取渔船燃油补贴。桂阳县纪委监委初
步查明后， 果断对其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

查。
经查，2012年至2016年，曹某平利用担

任敖泉镇畜牧水产站站长的职务便利，明知
其妻使用的渔船不符合机动渔船燃油补贴
条件，仍然向县渔政部门进行申报，违规领
取燃油补贴11814元。

2018年12月， 曹某平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违纪款全部上缴。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刘彬 ）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长沙市公
安局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获
悉，自2018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长沙各级公安机
关共打掉涉黑犯罪组织7个、 恶势力犯罪
集团22个、恶势力团伙46个，破获涉黑涉
恶案件500余起， 刑拘犯罪嫌疑人1200余

名。
据悉，下阶段，长沙公安机关将以网络

犯罪、“套路贷”犯罪、新兴领域犯罪为重点，
对涉黑涉恶犯罪集团案件实行专案侦办。采
取多种措施广泛收集黑恶线索，利用大作战
平台开展信息研判，穷追猛打、重拳出击，尽
快侦破一批黑恶案件、 抓获一批犯罪嫌疑
人、收缴一批黑恶资产，掀起扫黑除恶强大
攻势。

“要让学生感觉到温暖”
———记中南大学辅导员、第十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袁世平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
员 何蓉）“培根铸魂，公益先行。”记者今日获
悉，湖南广播电视台在2018年引领荧屏公益新
风潮后，2019�“青春扬益”（第3季）公益广告创
制季今天再启航。全员参与，全屏覆盖，围绕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精准扶贫等重大主题，将创
制一批正能量、高质量的公益广告作品播出。

湖南广播电视台已经连续两年成功举办
公益广告创制活动，打造了“青春扬益”品牌。
2018年全年投入制作成本加资金奖励近900
万元， 获国家级奖项23个，《年轻党员的朋友

圈》《连接世界 扣近彼此》 获2018中国公益
广告黄河奖金奖。今天，25件优秀公益广告作
品获得“金芒果奖”表彰奖励。

在今天“青春扬益”（第3季）启航动员会
上，湖南广播电视台公布了2019年公益广告
将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年轻党员勇担
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绿色发展绿色生活
等选题制作。全台内容团队参与，凡由湖南卫
视选用和播出的公益广告均给予奖励； 凡入
选广电行业优秀作品评奖的， 所颁发奖金均
将全部返还团队。

2019“青春扬益”公益广告创制季启航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周汝）一位世界音乐教育家和一群热爱音
乐的长沙娃娃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3月21
日，长沙市天心区仰天湖小学“大师进校园”
活动中， 校交响管乐团迎来了维也纳音乐大
学管乐教育维尔纳·哈克尔教授，共同排练出
一场高质量的音乐演出。

哈克尔教授是维也纳音乐大学教授、维
也纳宫廷乐团团长、 世界乐团艺术节艺术委
员会副主席。作为维也纳艺术家乐团的指挥，
他经常进行巡回演出（曾多次来中国演出），

给很多国家的人们带来丰富的音乐享受。
当天的活动，哈克尔教授一个音节一个音节

地帮孩子们纠正，也走到孩子们面前，手把手地
告诉他们如何处理节奏，让每个队员获益匪浅。

仰天湖小学乐团总指挥刘玉绚介绍， 学校
的交响管乐团成立于1996年， 多次赴台湾、
香港及日本等地比赛、交流，是学校的一张名
片。所有的学生都在二三年级从零起步，由学
校的老师进行选拔和培训，每周两次训练。目
前乐团成员共有100人， 学校整体音乐素养
得到了极大提升。

世界音乐教育家授艺长沙娃

为患者着想，坚持“治病有度”准则———

有“板”有“眼”好医生

“靠水吃水”

桂阳县敖泉镇畜牧水产站站长受处分

长沙公安去年以来
破获涉黑涉恶案件500余起

敬老院来了暖心人
3月20日，长沙高新区麓谷街道敬老院，71岁的任 （右一）和同伴一起给修复墙面的志愿者端茶致谢。当天，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湖南经理部的20余名志愿者走进敬老院，开展学雷锋志愿活动，对院内的100余米破损发霉墙面进行修复，并承诺将该敬老院
作为长期定点单位开展帮扶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张秋平 摄影报道

好 也母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喻玲）昨天下午，湖南省思想政治理论课开
放课堂在长沙理工大学开讲。该校马克思主义
学院符艳红副教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第一讲，来自全省高校的40多名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了听课和评课。

如何办好高校思政课？湖南高校自2014
年试点2015年全面启动“思想政治理论课开
放课堂”教师培训模式，即每年选择3至4所
高校，每所高校承担1门课程，每门课程由6
位教师在原生课堂讲授6次公开课，面向全省
高校思政课教师开放。每所高校每次派1到2
名任课教师参加听课评课，采用“现场观摩+
课后评课”的实训形式，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水平和实效。
5年来，湖南先后在湖南大学、中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等5
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设置并组织了98场
次共190多课时的“开放式课堂”，由来自30
余所省内外高校的长江学者、教学名师、教指
委委员、影响力人物、教学能手、精彩一课获
奖者等在内的98名教学骨干担任主讲教师。
全省100余所高校中， 有近80%的学校派出
思政课教师参加，先后有近7000人次参与开
放式课堂教师培训。

今年，湖南高校思政课“开放课堂”，分别
由中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承办组织。

40多名教师听课评课

高校思政课“开放课堂”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