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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微档案】
王赛花，女，1975年1月生，高级教师，

从事农村义务教育22年。现任新化县第十
六中学教师。 曾获“湖南省教学能手”“娄
底市优秀教师 ”“娄底市优秀乡村教师 ”
“新化县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2013年，
被聘为新化县第二届高中地理 “骨干教
师”。

【故事】
新化县圳上镇，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罗盛教的家乡，也是开国中将陈正湘的家
乡。

英雄有英雄的信仰，平民有平民的情
怀。 在大熊山脚下，在位于圳上镇的新化
县第十六中学， 有一位普通的乡村女教
师，被称为“圳上的能人”。她就是王赛花。
22年来，追求“让每一位学生在课堂上都
有所收获”的理想，教有所长。

8月1日，正值建军节。 记者冒着酷热
来到新化县第十六中学，聆听王赛花的故
事。

新化县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吴斌说：
“每一次，我来到圳上，都听到老师和学生
说她的好，说她是教育魔术师，带出来的
学生没有一个掉队的。 ”

新化县第十六中学校长夏清保说：
“2017年我来学校当校长之前，就听说王
老师能力超强，教学有自己一套方法。 来
校两年，她果然名不虚传。 她是圳上教育
界无人不晓的‘第一名专业户’，所带班级
每个学期都被评为优秀班级，她每期都被

评为优秀班主任。 ”
刚刚考入新化县第一中学的邹思源，

是初185班班长，也是一名“学霸”。 邹思
源说：“我当了3年的班长。 王老师上课最
大的特点，就是培养我们的专注力。 她讲
得很细致，很生动。读初中之前，我成绩一
直不错，但总打不了满分，问题在于比较
粗心，经常犯一些小错误，会做的题目也
做错了。 进了王老师的班，她一再告诉我

们学习态度要严谨。成绩差的，要认真；成
绩好的，也要认真。 ”

在圳上，记者听得最多的是，王赛花
的地理课教得特别好。 不仅仅是因为她
1997年毕业于邵阳师专地理专业，是“科
班出身”，更是因为她不是照本宣科，而是
引入“情境地理”教学法，用“身边的地理”
培养学生对地理课的兴趣。

在讲解“夏天山上凉爽的主要原因”

时，王赛花就地取材，绘声绘色地说：“到
了夏天，新化城里多热啊。我们的大熊山，
多凉爽啊。 你们都登过山，晚上还要盖被
子。 这是地势对气候的影响。 随着地势的
增高，气温逐步降低。一般情况下，每增高
100米，气温约下降0.6摄氏度。 海拔越高，
气温越低。 大熊山最高海拔1662米，当然
凉爽了。 ”停顿一下，王赛花又说：“海拔太
高，气温太低，就不适合旅游、避暑了。 ”学
生们有亲身体验，听起来很有兴趣。 在选
择“A.山体阻挡干热风；B.�森林茂密，能遮
阳光；C.�随着海拔增高，气温逐渐减低；D.�
山上风力强”4个答案时，自然选择了C。

冬至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
长的一天。 夏至则相反。 民间有“冷在三九，
热在三伏”的说法。王赛花说：“同学们呐，同
样是晚自习，冬至与夏至天黑的时段就不一
样。夏至一到，晚上六七点钟像刚刚天亮。到
了冬至，住得远的，就要摸黑回家了。 ”

湘资沅澧，流注湖湘。 新化县位于资
水中游。上地理课，解答“为什么河床是不
对称的”时，王赛花说：“我们这个地方，小
河小溪多，都是弯弯曲曲的。 为什么河床
凸凹不平，不对称呢？ 因为河流在河床中
流动受地球自转偏向力的影响或受较坚
硬地层的阻挡，使水流向一岸冲去，这一
岸受到冲刷侵蚀，凹进去了；而相对一岸
出现泥沙堆积，凸出来了。 河床的不对称
形态就出现了。 ”

王赛花课上得好，“立足中等生，扶持
学困生，满足优等生”的理念也一直没变。
她说：“我不是一个同学的老师，也不是几
个同学的老师， 而是全班所有同学的老
师。 我都要负责到底。 ”

“媒体艺术之都”原创
《光景如诗》

让观众体验光影诗词
湖南日报8月4日讯 （记者 熊远帆） “人生得意须

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你是否幻想过在吟咏此诗的
时候头顶一轮明月， 远处一人举杯。 在长沙， 这将成为
真实的体验。 今天， 记者获悉， 长沙获评世界“媒体艺
术之都” 后打造的一个原创媒体艺术项目———《光景如
诗》， 将于8月10日起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小剧
场与观众见面。

据了解， 《光景如诗》 的呈现方式在国内开创了先
河。 现场将用装置、 绘画、 舞蹈、 表演、 新媒体等多种
艺术形式， 多层次叠影投息技术、 多终端数控技术助力
突破三维空间， 首创的沉浸式互动站立观演， 让所有观
众都成为光景如诗时空的一部分， 链接诗词中的辽阔意
境。 剧场里没有座位， 观众站立观看， 还可以四处走
动， 并可以拍照传播现场效果。

导演李彦表示， 中国诗词成千上万， 古人用它写尽
了喜怒哀乐。 千年之后的我们也能从中找到一首来描绘
自己的心境， 回答我们的生活。 希望通过该剧目， 引起
观众对唐诗宋词的兴趣， 传承优秀的文化瑰宝。

据悉， 8月10日至25日， 合计16天， 原创媒体艺术
项目 《光景如诗》 将于工作日(周一至周五)每天上演4
场， 双休日每天上演7场。

张建永微信随笔
《行走的树》首发

湖南日报8月4日讯 （记者 肖欣） 文旅专家张建永
被称为“‘马背上’ 的文化行者”。 退休后的四年时间
里， 他坐着吉普车跑遍湖南西部武陵山和雪峰山区域几
十个县、 数百个村庄， 一路写下100多万字微信考察笔
记。 8月3日， 由考察笔记精选的图书 《行走的树》， 在
长沙止间书店首发。 王跃文、 水运宪、 龚曙光、 蔡测海
等嘉宾与张建永对谈文化行走与写作， 畅述身边事、 身
边人， 共同探讨文学的底气和元气。

《行走的树》 是自媒体时代的一部微信随笔， 也是
碎片化时代心灵独白式日记。 张建永以美学专家、 文旅
专家的视角， 从生命本真出发， 跨山越河、 跑遍湖湘大
地， 在“行走” 过程中， 即看、 即思、 即写、 即发， 以
短小精悍的自媒体新语体， 创作了这部“世说新语” 式
文本， 向读者展示个体生命所感受到的鲜活趣事以及从
中生发的独特思考。

张建永是湖南吉首大学原正校级督导， 湖南省旅游
学会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 曾担任 《张家界·魅力湘西》
总策划、 文学撰稿， 获评第九届深圳中国文博会“大湘
西文化旅游产业代表人物”， “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年
度人物” 提名。 此次新书发布会由海天出版社、 吉首大
学、 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主办。

我省肝胆胰外科联盟
成立

湖南日报8月4日讯 （通讯员 梁辉
李雪鹏 记者 李传新）湖南省肝胆胰外科
联盟8月2日正式成立， 湖南省人民医院当
选为联盟主席单位， 中华医学会湖南分会
理事、 湖南省人民医院肝胆医院院长蒋波
当选联盟理事长，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省
内166家医院加入联盟。

我省肝胆胰外科中心已经取得了巨大
的进步，但因为发展不平衡，很多技术有待
提升，很多标准需要推广。此次肝胆胰外科
联盟的成立，联盟单位将加强合作，通过学
术会议、手术观摩、线上交流等方式，互通
有无，共同提高，制定符合我省实际情况的
肝胆胰疾病医疗技术标准和规范， 加强医
务人员对肝胆胰疾病相关前沿理念、 先进
技术等方面的培训教育， 推动省内外学术
交流， 为我省肝胆胰疾病诊治体系的建立
搭建广泛、持久的平台。

第五届全国肝胆胰外科
高峰论坛召开

湖南日报8月4日讯 （通讯员 梁辉
徐晓平 记者 李传新）第五届全国肝胆胰
外科高峰论坛8月3日在长沙召开，中国科
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陈孝
平教授领衔的200余位知名肝胆胰外科专
家， 就国内外最新学术进展和专业知识进
行学术交流及成果分享， 大会还直播了湖
南省人民医院肝胆微创外科尹新民教授团
队为85岁老人施行复杂全肝结石腹腔镜
手术，5000余人在线收看直播。

此次大会以“规范、创新、共享、发展”为宗
旨，传统与微创相融合，设有1个主会场、10个
分会场，内容涵盖肝胆胰脾等领域，1000余名
参会代表共聚一堂， 就国内外最新学术进展
和前沿技术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 新当选国
家远程会诊及互联网中心肝胆外科专家委员
会湖南分会主席的尹新民教授， 介绍了湖南
省人民医院腹腔镜技术在肝胆胰疾病中的最
新应用成果， 及国家远程会诊及互联网中心
肝胆外科专家委员会湖南分会下一步将如何
推进腹腔镜微创手术的发展和进步。

当代诗词精品创作
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8月4日讯 （记者 杨丹） 8月3日， 由湖南
省诗词协会主办的当代诗词精品创作研讨会在长沙举
行。

到会专家就“当代诗词精品创作” 发表了自己的观
点。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范诗银充分肯定了湖南省
诗词协会的工作，“推崇精品”，“坚守前沿”，只有在“天下
诗人半湖湘”的湖南，才会出现这样一道风景……国务院
参事室中华诗词研究院原副院长蔡世平则对诗词在历史
长河中的重要作用作了阐述： 中华五千年文明历万劫而
不衰， 诗歌所起的作用， 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中华诗词
学会副会长、 湖南省诗词协会会长彭崇谷说， 诗词出精
品， 就要做到“求新、 求正、 求高、 求奇、 求细、 求
靓”。

研讨会上， 专家们认为要用心用情用功地创作无愧
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历史的精品诗作， 更好地
反映时代新貌， 更好地表达诗人内心的呼唤。

澧县850多万元重奖
教育功臣和优秀学子

湖南日报8月4日讯(通讯员 杨波 记者
肖洋桂)8月2日，澧县召开教育大会，拿出
850多万元重奖教育功臣和优秀学子。

近年来，澧县始终坚持教育优先的发展
理念，做到教育发展规划优先编制、教育经
费优先安排、教育用地优先保障、教育用人
优先补充、教育问题优先解决。 城乡办学条
件大幅改善，教育公平得到保障，并完善了
从学前教育到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中职学
校和大学生生源地贷款的资助体系。先后顺
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
估验收和省政府“两项督导评估考核”。高中
教育质量持续稳居全市第一方阵，并逐年提
升。 2019年高考中，澧县一本上线1190人，
清华北大录取12人。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主办
圳上的能人

———记新化县第十六中学教师王赛花

� � � � 8月1日，刚刚考上娄底幼师和新化县一中的3位“女弟子”返回校园看望王赛花 （前
中）。 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摄影报道

� � � � 8月4日，孩子们在湖南省博物馆参观。 当天，湖南馨心公益邀请35名来自沅陵山区
的受助贫困学生来到长沙开展“走出大山看世界”体验活动。活动为期3天,旨在丰富孩子
们的课余生活，拓宽学识眼界，激发他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王国光 摄影报道
走出大山看世界

荨荨（上接1版①）
今年5月31日，在向本益的“惠农一

卡通”上，打进了一笔1173.9元的天然商
品林商业性停伐补助款。“还有一笔生态
公益林补贴款1180多元， 很快也会到
账。”向本益告诉记者。

“一人护林，全家脱贫。设生态护林
员岗位，不仅保护了生态，也保障了584
户贫困家庭稳定脱贫。” 胡业森介绍，实
施生态公益林管护、天然林保护、退耕还
林等， 全县每年发放补偿资金8300万元
以上，有46万林农受益，其中11万为建档
立卡贫困群众。

发展林下经济，打造“绿色银行”
在沅陵县沅陵镇郑家村油茶种植合

作社，2300亩油茶林长势正旺。
“现在有800亩进入了丰产期，年收

入160多万元。”7月23日，油茶林旁，合作
社负责人张宏和介绍， 合作社以林地入

股等方式，与150户贫困户结成利益联合
体，带动他们脱贫增收。

据了解， 油茶是沅陵县农村主打产
业之一，全县种植面积达13.2万亩；发展
规模较大的油茶种植合作社12家， 采取
“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方式，让贫困户
通过林地入股、林地出租、基地务工等，
获得稳定收入。

除了油茶产业， 沅陵县还引导支持
贫困村、贫困户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打造
“绿色银行”。 该县杜家坪乡柳林村民富
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重楼、黄精、
白芨等中药材90多亩，15户社员中有10
户贫困户，目前都已脱贫。

据不完全统计， 沅陵县林下经济面
积已超90万亩，年收入达20亿元以上，全
县有6万多户林农实现稳定增收。

改革林权制度，激发生产热情
7月24日， 在沅陵县官庄镇太平铺

村辉煌林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辉带
着工人在晒制茶叶，旁边制茶车间里机
器运转不停，正在给新采茶叶杀青。“从
3月采制第一批新茶到现在， 除了大小
端午节期间放了6天假， 生产基本上没
停过。”刘辉介绍，合作社以开发松、杉、
茶叶等速生丰产林和经济适用林为主，
在官庄镇造林4700余亩， 其中松、杉
3700余亩，茶叶1000余亩。去年，合作
社茶叶收入超过400万元。

据了解，近年来，沅陵县深化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 并建立林权快速担保贷款
机制，还积极引入社会资金，支持发展绿
色产业， 激发广大林农特别是贫困群众
生产热情。刘辉说，辉煌合作社在造林后
面临资金困难时， 就是以林地使用权等
作抵押物， 为350户贫困社员提供担保，
共获得400万元贷款，解了燃眉之急。

如今，辉煌合作社350户贫困户已全
部脱贫。合作社社员、已脱贫的唐三妹高
兴地对记者说：“山绿了， 我家的日子也
过得越来越好了。”

荨荨（上接1版②）
当他行至甘泉村列家桥中学附近的

一处弯道时， 由于树木和围墙遮挡出现
了视野盲区， 一辆越野车与刘建军迎面
相撞。等缓过神，刘建军发现自己倒在路
基边上，胸腔左侧一阵剧痛袭来。

由于伤势过重， 刘建军先后从石潭
镇中心卫生院转到湘潭县人民医院，最
后住进了湘潭市中心医院。经诊断，他的
7根肋骨骨折，脾脏破裂。在保守治疗两
天后，刘建军的脾脏突然大出血，医生立
马为他安排脾脏切除手术。

身在医院，心在村里。住院期间，刘
建军常常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医
生问道：“你为何如此着急？” 刘建军说：

“村子里还有很多事，放心不下啊。”
刘建军与唐孟军间隙，72岁的村民

梁佳明也提着药酒来到刘建军的家中。
他告诉记者，“从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村
子， 到现在水利设施、 道路样样皆很完
善。刘书记和村干部们做的事情，乡亲们
都看在眼里呢。”

在村民眼里，刘建军是个能人。他15
岁便出去闯荡，走了大半个中国，从泥工
学徒、包工头一点点做到公司管理人员，
积累了不少经验。2011年， 刚过40岁的
刘建军回乡参加村主任的选举。

“那时候村上连一寸硬化的道路都
没有，村民们票选我当村干部，不能辜负
他们。”刘建军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

修路。他带头自掏腰包，发动同学、朋友
凑了十几万元，再多方筹措争取资金，为
村上打通1.8公里村道，结束了村里不通
水泥路的历史。

“一个村不发展产业怎么造血？”为
此， 刘建军在村上成立湖南强军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流转了160多亩土地种植水
稻和湘莲，不断吸收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2018年，刘建军还投资100多万元，在村
上开辟35亩香菇培植基地， 一举帮助52
名村民解决了就近就业问题。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就有35人。

6年村主任，2年村党支部书记。回乡
8年来， 刘建军带领乡亲们开山修路、加
固山塘、壮大产业、美化环境，帮扶56户
134人成功脱贫摘帽，被当地老百姓称为
扶贫能手。

“靠山吃山”新“吃法”

让百姓牵挂的扶贫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