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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7月2日， 湖南省科普作家协会的微信公
众号推出了《稻香》，这是“走进流行歌曲中的
科学世界”新鲜出炉的第五期。

点开这篇作品，可以一路欣赏优美的《稻
香》，同时被一个个好奇的提问所吸引：稻田
真的有香气吗？ 进口大米一定比国内大米营
养更丰富？科学家们真的能在海水里种出“海
水稻”吗？……

答案就在那里向你招手，忍不住接着看。
原来， 香稻中复杂的香味成分含有100多种
化学物质； 我国科学家群体对水稻科研作出
了全球罕见的贡献； 国内的顶级大米从东北
到云南都有；科学家正在研究的“海水稻”真
实名称是耐盐碱水稻……

“这次推出的《稻香》篇，就是一次很有意
思的尝试。 歌曲表达的是返璞归真的田园风
光，不忘初心的美好。科学家的水稻世界也是
充满初心和爱国情怀。”在中南大学化学化工
学院一间窄小的办公室里，“走进流行歌曲中
的科学世界”总策划徐海教授告诉记者。

把科普的切入口选定为流行歌曲， 在国
内科普创作中称得上首吃螃蟹。 为什么这么
做？“流行歌曲自带流量啊， 科普也可以做得
很时尚。”徐海呵呵一笑。

利用文艺作品的热度和黏性， 将科学知
识巧妙地融入其中，引发受众对科学的兴趣，
这是徐海探索多年形成的时尚科普思路。获
得2018年度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的《名侦探
之化学探秘》， 就是源自徐海7年前在中南大
学开设的《名侦探柯南与化学探秘》（含MOOC
慕课）课程。“这个课程收获很大，有的妈妈看
孩子那么喜欢看， 感慨原来看动漫也能学知

识。 我就想是不是能从一些流行歌曲入手来
做科普，因为喜欢流行歌曲的人更多，而且对
科学知识的普及还可以拓展到更广领域。”徐
海说。

从事科普创作多年的楚婉苓老师， 被这
个独创的科普新玩法所吸引，义务担任“走进
流行歌曲中的科学世界”内容总监。

“科普最大的难点是创新性。变来变去没
新意，灌输的味道很浓。徐海老师最大的贡献
是科普时尚化， 把创作的思路从禁锢中解放
出来。”楚婉苓说，为了更好地将科学与艺术
结合，作品在通俗介绍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设
立了温歌词这个环节， 就是想通过对歌词的
诠释把文学艺术方面的审美价值单独拎出
来。“我的很多朋友看完很感兴趣， 鼓励我们
继续做下去。”

选修了徐海主讲课程《名侦探柯南与化
学探秘》的100多位学生，也加入了“走进流

行歌曲中的科学世界”的创作队伍。
“学文科和理工科的学生各一半，我给他们

布置的作业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收集资料， 我和
学生助理杨敏初步筛选整理后， 请楚老师点石
成金。 从初稿到成品， 从10000多字精简到
3000多字，来来回回好多轮。”徐海说。

就这样，那些人们熟悉的旋律如《青花瓷》
《小苹果》《卡路里》《光年之外》， 都在不经意品
听中开启了一扇科学知识的窗口。徐海介绍，目
前已经梳理了100多首流行歌曲入库，像《爱如
潮水》《耶利亚女郎》和最近正火的网络歌曲《沙
漠骆驼》等，成稿的有十几篇作品了，按照每周
二推出一期的频率，可以维持两年了。

聊到期望， 徐海和楚婉苓两位主创者不约
而同说出了传播渠道。“虽说创作辛苦， 但现在
已不是最难的环节。 如何借助更有影响力的平
台传播，让更多人特别是孩子们看到听到，才是
最难的。”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微档案】
黄锦臣，女，1972年4月出生，汉族，一

级教师（中级职称）。在郴州市苏仙区良田
镇鱼网小学担任教师28年，先后获“郴州市
最可爱的乡村教师 ”“苏仙区十佳乡村教
师”等荣誉。

【故事】
6月底，记者乘车从郴州城区一路向南，

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行驶了10多公里，来到
了苏仙区良田镇廖家湾乡鱼网小学。

这里是海拔800米的高寒山区， 地处
偏远，交通不便，条件艰苦。鱼网小学只有
10名学生，两个年级，两名老师。记者刚到
学校的时候，黄锦臣正在给5名学生上一年
级的语文课，她用娴熟的多媒体教学手段，
带领孩子们从《荷叶》这篇课文中领略大自
然的美好。

“以前学校的学生多，我们老师也多。
不过条件太艰苦了，老师陆陆续续走了，学
生也渐渐少了。”黄锦臣告诉记者，她刚来
学校时， 学校是两层楼的土砖房， 窗户破
旧，到了冬天只能糊上厚纸壳遮风挡雨。而
她自1991年从郴州师范毕业来这里任教，
一呆就是28年。

“学校条件苦，但黄老师从没让学生吃
过苦。”主管鱼网小学的廖家湾学校校长李
学文告诉记者。

黄锦臣刚来鱼网小学时， 学校还没有
自来水， 为了给孩子们做饭， 老师们要到
500米外的山下去挑水。山路狭窄，挑着担
子要侧身走。 一天早上， 由于下雨山路湿
滑，黄锦臣一不小心滑倒扭伤了脚，但她依
然忍着剧痛一瘸一拐地把水挑回学校给孩
子们热菜煮饭。

鱼网村冬季冰霜时间较长， 夏季易发
生山洪泥石流。学生住得最远的离学校有5

公里。放心不下学生的安全，黄锦臣每逢恶
劣天气都要自己护送学生回家。

1997年6月11日惊心动魄的那一幕，
黄锦臣至今记忆犹新。那天风雨交加，她送
学生经过猴古田组路段时，忽然听到“哗”
的一声巨响。“不好，可能有泥石流！”黄锦
臣又是抱又是推地催促学生们赶紧往前
跑，学生逃脱了险境，她自己却顺着泥石流
往下滑。说时迟那时快，她飞身抱住了坡上
的一棵大树，命是保住了，她的腰却被重重
地摔伤，到现在只要是阴雨天腰痛病就犯。
“不后悔，幸好孩子们都平安。”回忆往事，
黄锦臣觉得很庆幸。

山里穷，为了生计，村民们纷纷外出打
工。2012年， 入学不久的邓礼媛失去了母
亲，父亲迫于生计外出打工，她与年迈多病
的奶奶相依为命。家庭的突然变故，让邓礼
媛变得消沉，学习成绩也一路下滑。黄锦臣
送上无微不至的关心， 周末还把邓礼媛接
到家里与自己女儿同吃、同住、同学习。在
一次绘画比赛上， 邓礼媛画了妈妈的一只
大手，还附上一行小字：“老师，我没有妈妈
了，您拥抱我好吗？”看着这幅画，黄锦臣紧
紧地抱住邓礼媛说：“孩子，努力学习吧，老
师会像妈妈一样爱你！”从此，邓礼媛又逐
渐开朗起来，学习也进步很快，以优异的成
绩考上了良田镇中学。

2006年，黄锦臣的女儿要到15公里外
的中心校去读书，校领导为了照顾黄锦臣，
打算将其调往中心校任教。消息一传出，许
多家长来到村小，恳请黄锦臣不要走。面对
乡亲们的苦苦挽留， 黄锦臣一咬牙把女儿
送到中心校，自己又留在了鱼网小学，全身
心投入了教学工作。

28年来， 黄锦臣所教的学生有100多
名考上了大专院校， 走出了大山。“虽然现
在学生不多了，但只要有一个学生，我就不
能走。让每一位学生读好书，走出大山，就
是我的最大心愿。”黄锦臣说。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王茜 通讯
员 黄军山）7月2日晚， 长沙市城区中考成
绩公布。今年城区有初中毕业生39583人，
除直升生2560人外，共有37023人参考。据
统计， 全市初中毕业生学业成绩一次性合
格率达到95.2%。2799人取得6A成绩。

今年，长沙继续采用网上评卷模式，考
生如对自己考试结果确有疑问，可以于7月
3日至7月4日向学校提出成绩复核申请
（学校接受学生复核申请截止时间：7月4日
下午5时30分）。

长沙市教育局纪委和中招办将组织人
员统一进行成绩复核。 成绩复核的范围是
漏评、漏记、漏统等。

高中录取将分批按志愿进行， 录取的
依据是考生的学业考试等第、 综合素质评
价等第以及考生享受优惠政策的情况等。
今年中招仍然实行网上填报志愿， 招生录
取分为4个批次，第一、二、三批次为普通高
中学校批次，第四批次为职业院校批次。

普通高中志愿填报分为第一、二、三志

愿栏， 每一志愿栏可以同时填报3个公费
平行志愿（指公办学校） 和一个自费志愿
（指民办学校、子弟学校、国际班）。普通高
中每一批次录取时， 按照志愿栏平行志愿
一、平行志愿二、平行志愿三，再自费志愿
的顺序依次录取。

职业院校志愿根据“学校+专业”的方
式进行选择， 可以同时填报20个平行志
愿。职业院校录取时，按照20个平行志愿
的顺序依次录取。

长沙市教育局要求各高中学校开放校
门，认真做好考生和家长招生咨询工作；各初
中学校要为来校做招生宣传的普通高中学
校和职业院校提供场地，不得拒之门外。严禁
高中学校不负责任随意发布高中预录线；严
禁高中学校对考生做招生承诺，提前签订招
生承诺书；严禁初中学校炒作中考成绩、滥发
喜报、虚假宣传；严禁初中学校截留和修改考
生志愿填报密码；严禁教师代替学生填报或
更改学生志愿；严禁任何学校、任何个人利用
经济利益手段招揽生源，收取回扣。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孙敏坚 通讯
员 吴义国）湖南经视制作的爱国主义专题节
目《巍巍丰碑照后人》第一季《红色家书》，近
日被湖南党史陈列馆收藏， 这是该馆建馆以
来收藏的第一个电视节目。

《巍巍丰碑照后人》第一季《红色家书》，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时间节点， 选取向警
予、蔡和森，陈觉、赵云霄，夏明翰，陈毅安，

刘厚福等多组具有代表性的湖南籍革命先
烈作为拍摄对象，通过朗诵家书、寻访革命
足迹、后人跨时空回信的方式，再现中国共
产党人为了民族自由解放、 抛头颅洒热血
的革命壮举，再现先烈们杀身成仁、舍生取
义的伟大家国情怀。

利用影像声音再现革命先烈的炙热情
感，《红色家书》 在获得观众广泛好评的同

时，也吸引了湖南党史部门的关注。省委党史
研究院院长胡振荣介绍， 湖南党史陈列馆自
2014年开馆以来， 展示了数千件反映党史军
史人物的图片和实物，而《红色家书》节目是
建馆以来收藏的第一个电视节目。 节目将在
馆内循环展播， 对游客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 将湖南丰富的红色资源转化为
不忘初心的前进力量。

据介绍， 省委党史研究院将联合湖南经
视推出建党98周年特别节目《巍巍丰碑照后
人》第二季《红色宣言》，讲述何叔衡、帅孟奇、
李白、罗学瓒以及“韶山五杰”等5位（组）革命
先烈的感人故事。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余蓉）
暑假将至， 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也将
进入高峰。 为进一步深化校外培训机
构专项治理，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
行为， 维护中小学生合法权益，7月2
日， 湖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加强
2019年暑期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
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

安全管理是工作重点。《通知》要
求全面开展校外培训机构安全隐患排
查，通过自查自纠、重点抽查、专项检查

等方式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对排
查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培训机构
要立即停办整改，未经相关职能部门验
收合格，不得开展培训业务。

借用“名校”“名师”等概念进行招生
宣传是不少培训机构惯用的手段。《通
知》 要求校外培训机构要严格按照国家
和地方有关规定进行招生宣传， 严禁发
布虚假招生广告，或借用“名校”“名师”
等概念进行招生宣传，严禁对升学、考试
通过率或培训效果作出任何形式的保证
性承诺。各地要加大检查力度，依法依规

从严查处违法违规宣传行为。
坚决杜绝与中小学校联合办学。《通

知》要求各地要重点斩断校外培训机构与
中小学校以及在职教师之间的利益关联，
坚决查处校外培训机构与中小学校联合
办学、联合举办选拔性考试或把培训学生
的考试成绩等信息提供给中小学校作为
招生入学、分班依据的行为，坚决查处校
外培训机构聘请中小学校在职教师兼职
任教、从事或变相从事介绍生源的行为。

为了全面强化社会监督，《通知》要求
各地及时向社会公示校外培训机构“白名
单”， 引导家长和社会自觉抵制不合规的
校外培训机构。校外培训机构要在办学场
所醒目位置设立公开栏，将办学信息进行
公示，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彭嘉蕙） 走过荒漠旷
野， 登过雪山峭壁， 有着三湘第一女
“鸟人” 称号的宁乡妹子肖辉跃用4年
时间， 认识并拍摄了800多种鸟类。7
月1日，肖辉跃创作的中国高原动物纪
实散文集《飞跃高原》正式出版。

“要唤起大众爱鸟护鸟的意识，仅
靠影像的力量还不够。目前，国内原创
自然文学著作非常少， 我希望用文字
加图片的形式， 让更多人更深层次地
了解鸟类世界。”肖辉跃说。

从2015年7月开始， 从青藏高原、川
西高原到云贵高原、北疆，肖辉跃数十次

上高原。4年以来，每拍摄完一段时间，肖辉
跃就回到宁乡专心写作。 全书用细腻的笔
触描写了几十种高原独有的动物及几百种
鸟类的精彩生活， 并配有大量由她拍摄的
精美图片，集科学性、文学性、趣味性于一
体。不仅如此，她还以科学的方式来揭示和
探讨高原上人与自然的关系， 倡导人们与
大自然建立亲密联系。

肖辉跃告诉记者，接下来她准备写
一本关于家乡河流———靳江的书，预计
今年底或明年初出版。

� � � �从6月开始， 每逢周二， 一款由湖南科普人原创的“走进流行歌曲中的科学
世界” 向公众推出———

科普也可以做得很时尚

金中基

湖南科普人搞了一个原创作品———
“走进流行歌曲中的科学世界”， 一经微信
公众号推出就广受欢迎， 引发好评。 这说
明，科普创新只有做得很时尚，才能满足当
下人们的接受程度和求知欲望。

本来科技就是创新产生的东西， 科技
普及自然也要讲究创新。 然而， 时代变迁
了， 我们的科技普及还停留在过去的手段
上。一是作品没有新意，大多是资料式的呈

现；二是普及宣传也只是上上街、摆摆摊、
贴贴板报。这种老套的科普形式，一点也不
新鲜，吸引不了人们的眼球。

用流行歌曲来进行科普 ，有人说 “在
国内科普创作中称得上首吃螃蟹 ”。尽管
有点夸张 ，但创新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当
今移动互联网时代 ，也是创新的好时代 ，
只要一机在手 ，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尤其
是快闪 、抖音 ，以及更新的传播手段 ，如
果把它移植到科普上 ， 也许效果可能会
好很多。

科普也要讲究创新■短评

“只要还有一个学生，我就不能走”
———记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鱼网小学老师黄锦臣

� � � � 6月18日，
黄锦臣在给学
生上课。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摄

2019年长沙市中考成绩揭晓
2799人取得6A成绩

长沙公务员
夏日忙献血

7月3日，来自长沙市各
单位的公务员参加无偿献
血。 当天，“不忘初心·热血
星城”首届公务员献血周活
动在长沙市人民政府启动，
仅一个上午就有759人成功
献血， 献血总量26.34万毫
升。活动将持续至7月9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利用影像声音再现革命先烈的炙热情感

《红色家书》入选湖南党史陈列馆馆藏

严禁借“名校”“名师”宣传
湖南加强暑期校外培训监管

三湘第一女“鸟人”出书谈鸟
中国高原动物纪实散文集《飞跃高原》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