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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实习生 林晨

盛夏时节，长沙市开福区新河街
道紫凤社区，瘫痪在床33年的沈健生
凝望妻子李泉秀时，眼神里总流淌着
幸福。

记者走近孝老爱亲“湖南好人”李泉
秀时，很难想象，这位今年70岁的平凡
女子，用33年的大爱，创造了人间奇迹。

1977年，28岁的李泉秀在朋友的婚
礼上邂逅长沙市橘子洲小学体育教师沈
健生，他“身体健硕，博学多才，斯斯文
文”的样子瞬间“俘获”了她的芳心。

6个月后，他们举办了婚礼，誓要“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她说：“结婚那天下着
毛毛雨，他笑着跟我说娶了个贤惠女。”

婚后的日子平静而幸福， 李泉秀下
班了经常在湘江边看沈健生教孩子们游
泳。1983年， 两人还从牙缝里省出钱到
北京旅游，然而，意外总是猝不及防。

1986年2月20日晚， 两人到同事家
看完电视剧《济公传》，一人骑一辆自行
车回家， 一辆突如其来的摩托车撞倒了
沈健生， 他的头磕在石头上， 血流了一
地。

经过8个小时的手术抢救，主刀医生
给了李泉秀一个“天塌了”的结果———重
度闭合性脑挫伤、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
能自理，也许能活3到5年吧。

听到这个噩耗， 李泉秀回忆自己流
过的眼泪像湘江水一样多， 但她想丈夫
既然只有三五年的生命， 定要陪他好好
走完。

2001年，右腿股骨颈骨折，沈健生
只能拄着拐杖走路。

2002年， 左腿股骨粗隆间骨折，沈
健生只能永远瘫痪在床。

高血压、糖尿病、癫痫……

病魔一次次袭来， 在李泉秀的精心
护理下，沈健生一次次死里逃生，活过了
3年，5年……至今已有33年。

李泉秀的家在开福区新河街道紫凤
社区，虽不宽敞却干净、整洁，绿植生机
勃勃。 在客厅的正堂上挂着一幅镶金边
框的十字绣写道：人是漂泊的船，家是温
暖的岸。

记者在客厅的采访不断被沈健生一
声声“泉秀……”打断，喝水、吃药、小便、
换褥子、 开收音机……李泉秀总是第一
时间答应，急忙小跑到房间照顾丈夫。

在沈健生医院式摇床的旁边有一张
一尺来宽的长椅， 上面盖着一条红花条
纹的旧毛巾被，这便是李泉秀的“岗亭”：
白天,她伏在这里陪他读书，跟他唠嗑；晚
上,这就是她蜷缩的小床，守着他翻身、吃
药、如厕。沈健生两三个小时总要起一次，
30多年她从未睡过一个囫囵觉。

今年1月14日， 李泉秀因腰痛发作
不得不住院治疗，与别人不同的是，她坚
持携着丈夫同住。

“我不在家,对他总不放心。他好多
种药， 只有我知道该什么时候吃， 怎么
吃。” 琐碎的细节和言语，体现了她对丈
夫深深的爱。

在当地政府帮助下，这两位老人“捆
绑式”共同住院，医生护士照顾李泉秀，
李泉秀却时刻叮嘱着护工照顾好沈健
生。

去年，李泉秀被长沙市授予“长沙好
人·身边雷锋”， 她对丈夫不离不弃的感
人故事被广为传颂。

两人没有子女，街道、社区、周边单
位很多党员、 志愿者经常主动上门探望
这两位老人。去年6月开始，开福区教育
局北辰第一幼儿园每个工作日都会送来
爱心餐， 李泉秀总是一勺一勺先喂饱丈
夫，自己再动筷子。

“他看不见了，我就是他的眼睛；他
走不了，我就是他的拐杖！”33年的坚守，
李泉秀用生活中的无私奉献, 谱写了一
首最美的人间赞歌。

■记者手记

在世人眼里,李泉秀是不幸的，但善
良的她从未有一句怨言。

采访中 ,她说的最多的字是个 “好 ”
字 。共产党好 、街道好 、社区好 、幼儿园
好、 邻居好……她的记忆里沉淀的是帮
助过她的每一个人， 哪怕是一件极小的
事，哪怕过去了很多年。李泉秀用一辈子
的忠贞和坚守，实践了“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的铮铮誓言。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 （记者 陈勇）开展儿
童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对河流、山塘、水库、交通
事故多发路段等重点地域进行排查， 落实好重
点时段在重点地段安排专人负责安全巡查制
度。近日，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下
发《关于切实做好暑假期间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切实
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快乐、安全度过暑假。

暑假是农村留守儿童事故多发高发期，《通
知》要求全省各县市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联席会议尽快召开一次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暑
期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建立完善儿童
应急处置、救助干预等保护机制，有效预防和
控制儿童溺水、触电、烫伤、坠落、火灾、雷击、
交通事故、食物中毒等主要伤害事故发生。乡
镇（街道）儿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任要加
强儿童之家的使用和管理，保证日常开放，集
中开展主题活动。儿童主任要对无人监护、监
护人一方外出一方无监护能力的农村留守儿
童重点安排专人临时监护， 交待邻里亲属重

点盯防孩子在无监护措施情况下下水游泳等
危险活动，多措并举、严防儿童溺水身亡等常发
多发安全事故发生。

《通知》强调了形成农村留守儿童伤害综合
干预行动合力的重要性。 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
门要督促农村学校制定落实好暑期教师对班级
留守儿童家访、结对帮扶等制度。乡镇政府（街
道办事处）要督促所辖村（居）严格落实强制报
告制度， 对应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而未及时报
告，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对相关责任人从严追责。
村儿童主任、监护人、村组党员干部是农村留守
儿童意外伤害强制报告最前沿责任主体， 要切
实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公安机关在接到农村留
守儿童受到意外伤害的报警后，要迅速出警，依
法处置。

“最美妻子”李泉秀：

照顾瘫痪丈夫33年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沈念梓 陈娴 ）7月24日，全省卫生健康
科教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透露，我省将
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创新， 全面启动创新
型医院建设。

医学从业者是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
2018年，我省科卫联合促进卫生健康科技创新
发展，全省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成果喜人，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
1项， 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 二等奖6
项、 三等奖11项， 湖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
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2项。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 党组成员祝益
民介绍，紧扣“健康湖南”建设主线，我省卫
生健康科教战线将积极主动融入到湖南创
新型省份建设之中， 全面启动卫生健康领

域创新型医院建设，力争在健康科学、脑科
学、精准医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异种移
植、 重大传染病防治等领域取得突破性科
研成果和技术专利， 并努力实现科研成果
转移转化。 省卫生健康委鼓励和支持有条
件、 基础好的三级
医院先行先试 ，开
展创新型医院建设
的积极探索 ， 对创
新型医院建设做得
好、 有成效的将授
予“创新型医院建
设”称号。

鼓励医学科技创新

湖南启动创新型医院建设

民政等3部门联合发文

保障农村留守儿童暑期安全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 （通讯员 钟
柯 王甲林 记者 陈薇 ）近日，湖南省

“五个一”工程奖汇演剧目《孟姜女传
奇》 汉剧青春版在津市市红旗剧院上
演， 其震撼的开场舞让现场观众大饱
眼福。 这是今年以来津市文化部门精
心打造、 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一
个缩影。

白天努力劳作 ， 晚上翩翩起
舞，已成为津市百姓精神文化生活

常态。据了解，目前津市拥有街舞 、
竹马 、腰鼓 、军鼓 、澧州大鼓 、红扇
子等民间艺术团体120余个， 参与
舞蹈健身的群众逾 7万人， 在各类
群众文化大赛中先后获得省级奖
项 8个、常德市级奖项 25个。其中 ，
津市霞光艺术团原创作品《广场大
妈俏》斩获2019年全国广场舞大赛
一等奖。

为让老百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津市实施了一系列文化惠民工程 。
2018年完成“一村一年两场电影 ”
1300余场，村（社区）建成乡村大舞台
和标准化农家书屋14个， 举办第二届
“欢乐潇湘·百团大赛”“欢乐津城”“乡
村大舞台” 等系列惠民演出活动50多
场次，参与活动群众达10万余人次。今
年上半年， 市文化馆等多家单位新创
作扶贫题材文艺作品18件， 上演后效
果不俗，深受老百姓喜爱。

津市百姓乐享文化惠民工程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向敏

从怀化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刘超， 人生的
第一桶金早在大二初次创业时就赚到了。2018
年，他带领着“汉龙蛇业”项目在省市三项创新
创业赛事中获奖。如今，刘超的团队已经拓展到
了18人，其中不乏有来自天津、四川和广东的
成员。“汉龙蛇业”也已经将业务发展到了台湾、
新加坡乃至德国。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2017级学生周煜彬，也
创办了一家原创民族服饰改良工作室， 成功策
划合作淘宝店铺原创产品的宣传，2018年至
2019年总销售量5159件。

谈起创新创业热的兴起， 怀化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书记胡佳武说，在怀化职业技术学院，越
来越多学生的就业准备和学校的双创教育形成
共振，在求学期间尝试创新创业，在各种双创赛
事中展示和提升自我， 逐渐完成了从书本到实
践的跨越。

整合资源向双创倾斜，还设立了
“袁隆平创新创业基金”

在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双创教育实行“一把
手”工程，从规划、评估到考核，双创教育都是重
中之重。

为此，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设立了创新创
业学院， 并组建了高规格的“创新创业学院
专家咨询委员会”， 聘请上海交通大学党委
副书记、 创业学院院长朱健教授担任专家委

员会主任，对标国内一流，整合校内外创新创
业资源。

创业服务办公室、接待室、会议室、孵化基
地等面积达5800平方米。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则已有120多个大学生创业项目入驻， 产生经
济效益8000万元。学校颁布了创新创业奖励办
法，形成了良好的创新创业激励机制，创造了良
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先后有18名师生获得创新
创业奖励。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的名誉院长袁隆平院士
也个人捐资20万元，怀化市财政预算每年安排
经费200万元，支持设立了“袁隆平创新创业基
金”，对创新创业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师和学
生实行奖励。

据统计，2016年至2018年， 该学院先后
投入300余万元用于双创教育专项经费，并
积极争取本地政府双创经费180余万元，确
保双创教育工作开展。 全国“星创天地”、省
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省级“众
创空间”“湖南省双创示范基地”， 也相继在
该学院挂牌。

以比赛促教学，赛事成为第二课堂

“如果在学校里没有得到大量的技能培训，
如果不是学校这么鼓励我们参加技能大赛，多
多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 我就不会取得今天的
这些成绩。”刘超说，今年团队将争取进入“互联
网+” 国赛的舞台， 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回报母
校。

孙海鸥是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就业中心主
任， 专注于学院创新创业工作。“学校给学生提
供了这么好的平台，我们教师就要把事情做实，
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教、以赛促改，
让整个学校都沉浸在创新创造的良好氛围里，
让竞争变成学生的一种自发行为， 这对于他们
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作用。”

5月底，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陈敏璐夺得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导游服务赛项
二等奖”。这是她第二次参加该赛事，去年止步
于省赛。她坦言“我不想在毕业前留下遗憾。”在
刘慧老师的悉心指导下， 陈敏璐做了一年的充
分准备，先夺省赛一等奖，又通过三次全方位的
考核闯入国赛，梦想成真。

第四届湖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一等奖的

“天下粮仓”项目负责人叶天翔，就来自怀化
职业技术学院2015级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
他介绍， 获奖项目就是依托了学院资源与学
科优势， 专注水稻优质高产技术， 结合农村
合作社和农户的实际需求， 提供一系列相应
的现代农业技术服务， 将科学技术直接送至
田间地头。

近年来，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参加全国、
省、市各项学生技能大赛捷报频传。“参赛能
够增加见识， 更是检验职业技能水平的重要
方式。 参赛只是手段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我
们的目的是给国家和民族培育更多的有动手
能力、实践能力的新时代的‘能工巧匠’。”孙
海鸥说。

� � � �怀化职院以双创教育为指引，以比赛促教学，摸索了一条培养竞争力
强的实用型人才的路子———

培育“能工巧匠”好就业
科教前沿

� � � � 7月17日，李泉秀照顾瘫痪丈夫沈
健生。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