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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盘紫艳 杨坤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
太久了，母亲……”4月23日，永州市零陵区接
履桥街道接履桥中心小学的排练室里传来美妙
的儿童歌声。 老华侨李体坚静静地站在窗户后
面，听得很投入，眼里泛着泪花。当天，李体坚为
该校孩子们送来了总价值6万多元的钢琴、羽毛
球拍等文体器材。

现年80岁高龄的李体坚， 出生于马来西
亚，祖籍广东梅州。 13岁时，他带着简单的行李
和几件衣物，回到中国求学。在长沙明德中学毕
业后考上湖南大学， 毕业后分配到衡阳教书，
1980年被调至永州四中任教。

“读书期间，家庭条件非常艰苦，学习费用
都是由政府支付。 ”李体坚说，他因此一直想回
报国家、回馈社会。

退休后，李体坚利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开始

在永州市各学校捐资助学。 他利用曾担任过10
年永州市侨联主席积累的人脉资源， 广泛搜集
各地贫困学生的资料， 有针对性地开展帮学助
学活动。

2006年，一次洪灾让他与零陵区接履桥中
心小学结缘。洪水损毁了本就破败的校舍，李体
坚现场察看后， 当即决定捐献养老金20余万
元，将校舍、食堂、澡堂修葺一新。 此后，他不顾
年事已高， 每年坚持一到两次来该校看望
师生。 10多年来，他先后20多次来该校奉献
爱心，又为学校捐资新建了运动场，接通了
自来水，更换了所有教室隔音板，装好了校
内路灯。

近几年， 每个学期定期走访和看望贫
困学子， 已成为李体坚老先生生活的一部
分。 前几天学校的几名贫困家庭孩子得知
李爷爷要来看望他们的消息后， 早早来到
学校音乐教室， 他们要送给李爷爷的礼物

是《七子之歌》。
听完孩子们的演唱后， 李体坚老先生给每位

孩子送上了学习用品和助学金， 并一再叮嘱孩子
们：“以前我让你们练毛笔字， 但是没有考虑到墨
水可能会把衣服弄脏。这次带来的毛笔字水写帖，
不再用墨水，不会再弄脏你们的衣服！ ”

10多年来， 李体坚老先生与老伴勤俭节约，
用省下的钱还资助了冷水滩区蔡市小学、零陵区
翊翔小学、 江华秀文小学等学校400多名农村贫
困学生完成学业， 累计捐款捐物价值达300多万
元。

老华侨13年捐助乡村小学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李文耀
通讯员 范玉柱）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10余名法官日前来到湖南湘江新区，就
知识产权保护及维权问题，对46家园区
企业进行了普法宣传。

近年来，湘江新区把知识产权服务
作为深化“放管服” 改革的创新内容。
2018年3月， 全省首家知识产权审判专
门机构———长沙知识产权法庭在湘江
新区挂牌成立。 至今， 长沙知识产权法
庭依法审理知识产权案件6501件，占全
省知识产权案件的近80%。 上海视畅公

司在其运营的“看客影视” 应用上提供
《快乐大本营》节目进行网络同步播放服
务， 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
司就此起诉到长沙知识产权法庭。 长沙
知识产权法庭依据《著作权法》规定，认
定涉诉侵权行为性质， 对湖南快乐阳光
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享有的著作权
依法予以保护。

长沙知识产权法庭还审理了互联
网企业侵犯著作权案件500余件， 统一
了裁判尺度，提高了案件质量，形成对创
新的保护合力。

审理知识产权案件6501件
长沙知识产权法庭鼎力保护创新

南华大学长沙创新研究院
揭牌启动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夏文辉） 近日， 南华大学长沙创新研究院揭牌
启动。 该研究院将依托南华大学国家级、 省
部级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实验中心，
协同创新中心等科研平台， 助力推进科研项
目产业化， 孵化高科技企业， 并为政府、 企
业提供各类技术咨询和业务培训服务。

南华大学长沙创新研究院是南华大学成
立的第4个创新研究院， 于2017年开始筹建，
建筑面积近1000平方米，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
荣泰广场， 毗邻省科技厅、 长沙市麓谷科技
园、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等， 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南华大学党委书记王汉青表示， 南华大
学长沙创新研究院的成立， 是学校积极投身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我省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的重要举措。 下一阶段， 该校将继
续坚持开门办学、 协同育人， 进一步深化产
教融合， 积极探索有效运作模式， 努力把学
校自身蕴含的资源优势、 创新能力和精神文
化转化为国家利益、 社会价值和思想动力，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彭团）今天，记者从湖南省文明
办获悉，95后消防烈士刘磊、 养老护理
员罗忠花等24人（组）群众身边好人入
选4月“湖南好人榜”。

获评见义勇为类“湖南好人”的刘磊
是常德石门县人，1996年7月出生，生前
系江苏省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吴江区
大队盛泽中队战斗班副班长、四级消防
士。 今年3月19日9时多，吴江区盛泽镇
一女子欲跳河自杀，吴江消防大队接警
后立即调派盛泽中队前往现场处置。 9
时41分，轻生女子跳河，消防员刘磊、叶
勇胜佩戴救生设备下河营救。几分钟后，
跳河女子被成功营救上岸，刘磊不幸卷
入河中，壮烈牺牲，年仅22岁。

来自郴州市苏仙区的居家养老护

理员罗忠花获评孝老爱亲类“湖南好
人”。 2015年，罗忠花成为苏仙区坤元社
工服务中心的一名居家养老护理员，为
6个社区的50多位老人提供入户养老服
务。根据规定，入户养老社工给每位老人
上门服务的时间是30分钟，可罗忠花常
常“超时服务”。 罗忠花把服务做到了老
人们的心坎里， 不少老人也把罗忠花当
成了自家人。 2018年，罗忠花被中国红
十字会评为“全国优秀养老护理员榜样
人物”。

据了解，此次“湖南好人”评选中，刘
磊等6人当选为“见义勇为好人”，李赞等
4人（组）当选为“敬业奉献好人”，梁艺等
7人当选为“助人为乐好人”，罗忠花等5
人当选为“孝老爱亲好人”，方福清等2人
当选为“诚实守信好人”。

95后消防烈士用生命托起生命
24人（组）群众身边好人入选4月“湖南好人榜”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杨哲）今天，长沙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发布通告，从5月15日起，明确每日
9时至17时、19时至次日7时允许使用教
练车在38条路段上学习驾驶，城区其他
路段和时间禁止在道路上学习驾驶。

据悉，教练车在道路上学习驾驶未
按照指定路线、时间进行，或者教练车乘
坐无关人员的，长沙交警将依据有关法
规对教练员予以处罚。 允许使用教练车
学习驾驶的路段包括：

芙蓉区（3条）：滨河路的浏阳河桥
以西路段、东二路的远大路至新安路路
段、纬一路的龟山路至京珠西辅道路段；

天心区（7条）：黄谷路的果子园路至
汇金路路段、新兰路的新电路至万家丽
路路段、环保西路的果子园路至汇金路
路段、新电路的中意路至芙蓉路路段、新
谷路的中意路至黄谷路路段、伊莱克斯
大道的107国道至芙蓉路路段、 南北干
道的北环路至伊莱克斯大道路段；

雨花区（7条）：仙岭路的新兴路至金
海路路段、金海路的万芙路至万家丽路
路段、振华路的汇金路至比亚迪路路段、
新兴路的金海路至正大路路段、兴业路

的黄谷路至环保大道路段、黄谷路的汇
金路至万家丽路路段、万芙路的汇金路
至桃花塅路路段；

开福区（8条）：湘江北路的北二环
至青竹湖路路段、广胜路的曲湾路至青
竹湖路东延线路段、兴联路的芙蓉北路
至湘江大道路段、兴联路的芙蓉北路至
中青路路段、植基路全线、开福大道的兴
联路以北路段、星月路的开福大道至青
丽路路段、新安路的芙蓉路以东路段；

岳麓区（9条）：茯苓冲路的莲坪大
道至学士路路段、湘浦路的长弯路至洋
湖路路段、联丰路的潇湘大道至坪塘大
道桥下路段、望江路的含浦大道至三环
线路段、景园路的坪塘大道至潇湘南大
道路段、莲坪大道的含浦大道至坪塘大
道路段、象嘴路的学士路至含浦大道路
段、潇湘北路的三叉矶大桥桥下至铬盐
厂路段、潇湘南路的景园路至联江路路
段；

高新区（4条）：汇智路的枫林三路
至望城交界点路段、黄桥大道的岳宁大
道至望城交界点路段、谷苑路的三环线
至黄桥大道路段、青山路的东方红路至
雷高路路段。

规范教练车学习驾驶行为
长沙交警公布38条可练车路段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余蓉 ）
5月6日晚，2019年湖南省职业教育宣传
活动周启动仪式暨“文明风采” 展示展
演， 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举
行。 长沙航天学校、 长沙汽车工业学校
等13所中职学校， 用精彩纷呈的合唱、
演诵、歌舞等节目，展示了职教学生昂扬
向上的风采。

职业教育宣传活动周，我省已连续
举办4届。 此次活动由湖南省教育厅主
办，长沙市教育局承办，长沙县职业中专
学校协办。 省职业教育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全省近500

所职业院校负责同志、企业代表、家长代
表参与此次活动。

在全场师生齐唱《职业教育歌》的序
曲中，全省中职学校“文明风采”活动拉
开了序幕。 节目内容丰富， 包含情境演
诵、非遗舞蹈、音乐剧、器乐演奏、常德丝
弦、 大型歌舞等， 节目均选自第十五届
（2019年）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
采”活动中的优秀作品，充分体现了地域
文化特点或职教特色。 此次“文明风采”
展示展演，不仅是湖南中职教育成果的
一次展现，也是对全省中职学子的一次
鼓舞。

湖南省职业教育宣传活动周启动

欧阳倩

在4月下旬举行的湘江马拉松赛长沙站比
赛中， 一支10余人的队伍引起了市民的注目：
他们均乘坐轮椅， 戴着手套的双手不停推动轮
椅，脸上挂着汗珠却笑容满面。 他们均来自“美
人鱼跑团”。 该团的发起人是80后姑娘肖卓作。

“一个人可以走多远，不是因为她的腿，而
是她的心。 ” 这是肖卓作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

生活的路，肖卓作走得很辛苦。 1983年出
生在祁东县的肖卓作，从小品学兼优。6岁时，父
亲意外去世。 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肖卓作大学毕
业后，自主创业成立了一家速记公司。

2008年，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肖卓作经医
院检查患了脊椎血管瘤。尽管手术成功，但成了
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

男友离去，再加上无钱治病，肖卓作的人生
跌入谷底。在最绝望的时候，肖卓作甚至想过轻
生，最终因为“对不起母亲”而放弃。

时间慢慢抚平肖卓作的悲观。 在母亲细心
的照顾和社会爱心人士的鼓励下， 肖卓作逐渐
开朗。“我要重新起跑！ ”

肖卓作把自己比喻成一条搁浅上岸的美人
鱼。“虽然没有双腿，但依然对这个世界充满希
望。 ”

重新“奔跑” 并不容易。 在普通人看起来
很简单的上厕所， 对肖卓作来说却很难。 从轮
椅转移到马桶， 再从马桶转移回轮椅， 肖卓作
反复练习、 咬牙支撑上体。 第一次一个人上厕
所， 肖卓作花了半个小时， 坐在马桶上失声痛
哭。

肖卓作慢慢找到了重新生活的方向。“我想
当一名志愿者， 我希望能以自己的经历给其他
处在困境的人带来力量。 ”

肖卓作找到中国红十字会， 在一家义卖网
店做客服。 在为他人做志愿服务的过程中，肖卓
作逐渐找到从被爱到传播爱的幸福。 随后，她开
了“加油吧，卓作”的淘宝网店，展出残疾朋友亲
手做的手工艺品，帮助残友们补贴家用。

肖卓作在奋斗中收获了自信和欣慰。 她以个
人名义在网络中发起公益活动，救助高位截瘫的
残疾孕妇唐徐美及其刚出生就病危的孩子，共筹
集到善款3.5万元；她得知截瘫的小唐收获爱情怀
孕7月，却因压疮高烧而病危，她通过线上线下网
络联动发起爱心募捐， 成功帮助母子渡过难关；
她引导陪伴9岁的截瘫弟弟继续坚持上学……
这些年来，她帮助的人数不胜数。

2012年，长沙市雨花区宣传部送给她一台
定制的可以运动的轮椅。在快速滑动轮椅时，她
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想去参加马拉松， 坐着轮
椅奔跑。 ”

这一想法的实现并不顺利。 2014年，长沙
马拉松组委会在收到肖卓作的申请后， 出于安
全考虑委婉表示拒绝。

为了打消组委会的疑虑， 肖卓作独自一人
划着轮椅，从组委会办公室到赛事起跑点“跑”
了一遍。“一圈下来我的手心全是汗。 不是因为
累， 而是真的很想为我们轮椅残疾人争取这张
‘入场券’。 ”

在肖卓作的争取下， 肖卓作带着百余名轮
友成功参加。 同年，她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在2015年长沙举行的国际马拉松5公里迷
你赛上，肖卓作组建了“美人鱼跑团”，共有15位
重度残疾的轮友参赛。如今，她的“美人鱼跑团”
由一个团发展到4个分团， 团友已达300多人。
“‘奔跑’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我们希望通
过跑马拉松来鼓励更多的残疾人士振作起来，
为人生出彩而奋斗。 ”

命运再度眷顾这位坚强的姑娘。 在参加志
愿者活动的同时，她也收获了崭新的爱情。今年
6月，她将迈入婚姻殿堂，新郎是一个追求她很
久的公益志愿者。

忙于生活的同时， 肖卓作还继续坚持做公
益。今年，肖卓作成立的美人鱼公益服务中心将
入驻社区，与青少年和老年人团队“结对子”，开
展志愿服务。 同时，将继续举办第5届“守护者
日”活动。

爱国情 奋斗者

肖卓作:�乘坐轮椅奔跑

� � � � 5月5日，洞口县岩山镇阳家山村，木雕艺人在雕刻作品《一带一路》。 洞口木雕
是一种集观赏、 实用于一体的艺术品，2008年列为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 近年来，洞口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学习洞口木雕并通过老艺人的传帮带，成为
非遗的传承者和实践者。 目前，已有《溪瑶族女孩》《风雨同舟》等80余件作品在国
家级和省级非遗展览中展出。 滕治中 摄

非遗
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