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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王茜 通讯员
黄军山）今天，长沙市举行庆祝第35个教师节
暨优秀教师表彰大会,179名优秀教师、优秀教
育工作者和10个名师团队、60个单位、45个教
育科研项目受到表彰奖励，总奖金299万元。

会上，雷道仲等10人获得“华天优秀教师
奖”；徐德群等10人获得“友谊最美乡村教师
奖”；朱凤英等20人获得“九芝班主任奖”；陈
珍坤等10人获得“长银教育奖”；杨孟军等10
人获得“国寿教育奖”；彭祎昀等10人获得“国
寿班主任奖”；丁蕾等10人获得“博雅优秀教
师奖”；黄俊等6人获得“培粹磨血育人奖”；吴
胜光等15人获得“国开教育奖”；胡晓林等10
人获得“教建教育奖”；胡慧敏等5人获得“优秀
思政教师奖”；陶冶等8人、长沙县江背镇特立

小学等3个单位获得“育邦关爱留守学生教育
奖”；刘曾礼等10人获得“校园安全管理奖”；
黄月明等20人获得“洋光乡村教师坚守奖”；
宁希宏等10人获得“洋光优秀外语教师奖”；
申东等10人获得“洋光学科竞赛优秀指导教
师奖”；长沙市邓毅萍中学生物工作室等10个
团队获得“人保优秀名师工作室（站）团队奖”。

会上宣读了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
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教
师、湖南省优秀乡村教师的获奖名单。会上还
宣读了长沙市第二批名校长和卓越教师评选
结果。 明德中学校长刘林祥等4人当选首席名
校长，王秋云等15人当选为名校长。肖斌武等
35人为学科带头人，冯雅丁等171人为优秀骨
干教师，钟争兰等186人为教育能手。

长沙表彰一批优秀教师
总奖金299万元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邹敏 ）9月7日上午，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体育馆内座无虚席，2019级新生开
学典礼和教师节庆祝表彰大会首次合体
举行，6000多名新生、400多名老师和300
多名家长目睹了庄重的拜师仪式，115名
“湖南林业师德模范”“教学名师”和20个

先进单位受表彰，学生为教师颁奖，教师
为学生戴上校徽，师生共同感受师道尊严
的中南林科大文化。 据校长廖小平介绍，
这一创举是为了在中南林科大构建新时
代师生命运共同体。

记者在现场看到，4位教师和13名新生
同过生日，19名新生代表恭敬地向老师递上

拜师帖，“我愿拜您为师……刻苦学习，不辱
师门，学以致用，为学校争光，志存高远，报
效祖国。” 老师亲手为学生佩戴校徽。9位
“湖南林业师德模范”从学生手里接过获奖
证书。 新生们聆听了学校名誉校长曹福亮
院士的致辞。该校林学院教授、博导谭晓风
手握拜师帖告诉记者， 他在中南林科大从
教34年， 当天的拜师仪式让他感受到教师
的崇高和“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增强了
师生的凝聚力。

� � � � 9月9日晚，创作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辣妹子》等歌曲的湘籍词作家
佘致迪因病逝世———

火辣辣的歌，火辣辣的人

中南林科大首开拜师仪式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王德和 江昌法
余蓉）“教过我的老师很多，至今我都能记得他
们的样子，他们教给我知识、教给我做人的道
理，让我受益无穷……”9日上午，在长沙清水
塘第二小学庆祝第35个教师节主题活动暨首
届“邮政杯”湖南日报朗读者活动上，该校四年
级5班的同学们大声朗读《湖南日报》 刊登的
《习近平的师生情》，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话语
经过孩子们纯真的朗诵，深深感染着全校200
多名老师和3600多名学生。

“读《湖南日报》文章，温《习近平的师生
情》，这是学校阅读的一种新的尝试。”四年级5
班老师程向阳向记者介绍，活动让孩子们从传

统文化的书本中走出来，读党报、识时事，懂得
尊师重教，爱国爱党，感恩社会。活动现场，孩
子们还朗读了《感恩书》和湖南日报文章《师者
之魅力在点亮心灯》，“国寿班主任奖” 获得者
卢赛老师分享了她的幸福快乐。

清水塘第二小学致力于打造书香阅读校园，
成立了青青读书社、“为你读书” 亲子读书团。自
从湖南日报组织开展朗读者活动以来，该校就积
极参与， 还将该项活动作为学生暑假作业布置。
学校将“感师恩、铸师魂”确定为9月党报朗读主
题，以庆祝教师节。校长骆文辉说：“学校阅读会
从以往专注学生兴趣，到更加重视思想性和爱国
情，让阅读焕发更多生机和美丽。”

庆祝第35个教师节
师生齐诵《习近平的师生情》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余蓉 ）近日，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迎来了近4000名
2019级新生， 再次实现招生规模和生源质量
双突破。

据了解，随着环保产业的迅速发展，近7
年来该校环保专业招生数据稳步增长，持续
处于招生火热状态。2019年长沙环境保护职
业技术学院共发放录取通知书3972� 份，文
理科录取分数线在去年基础上都增加了30
分以上， 新生报到人数比2018年增加700人

以上。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人才发展中长

期规划》(2010-2020年 )，到2020年，生态环
保人才队伍总量增加到1463万人，其中专业
技术人才总量达到32.8万人。 目前我国生态
环境保护专门人才缺口达50万以上。“这几
年环保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供不应求，有时
候企业开出几十万的年薪都招不到对口的
专业人才，环保行业大有可为。”该校招生就
业处负责人说。

长沙环保职院环保专业招生持续火热

9月10日，市民在观看画展。经过在北京、南京、南昌等地展出，当天，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目———湖南百年重大
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巡展回到湖南本土，在湖南省文化馆开展。该项目共有105位省内外画家参与了创作，其中，参加过国家重大历史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知名画家或在全国美展中获奖的作者就有28位。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龙文泱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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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0日讯（通讯员 梁辉 王子承
记者 李传新）心、肝、脾、胃、胰、十二指肠、胆、
双肾，胸腔、腹腔内的所有脏器全都长反了，怀
化五旬男子王建民（化名）成了百万里挑一的
“镜面人”。由于胰头占位，他在湖南省人民医
院肝胆外科接受了3D腹腔镜下最复杂的肝胆
外科手术———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术后查询
文献， 国内外均未见此例手术的相关报道。据
悉，患者于9月10日出院。

53岁的王建民是家人和朋友眼中身强
体壮的“硬汉子”。他喜欢喝两口，曾因喝酒
导致胃出血。今年8月初，王建民出现左腹部
疼痛，还伴有左侧腰背部和胸部不适，在当
地医院进行腹部增强CT检查发现， 胰头占
位伴渗出，怀疑为胰腺癌。此外，医生还有一
个惊人的发现，王建民的心、肝、脾、胃、胰、
十二指肠、胆、双肾全都长反了，这种全内脏
反位的发生率仅有百万分之一，被形象地称
为“镜面人”。

由于病情严重，加上全内脏反位这一罕
见情况，在当地医生的建议下，王建民来到
湖南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门诊就诊， 并于8
月12日住进肝脏外二科病房。省人民医院专
家团队认为，患者胰头占位的诊断和手术指
征明确，但手术操作绝不仅是“换一个方向
做”这么简单，而是要求术者保持头脑高度

清醒， 在没有任何解剖书参考的情况下，在
逆向思维的引导下，脑、眼、手高度协调，分
毫不差地完成手术操作。8月20日，历时5个
多小时手术，手术团队精准切除患者病变的
胰腺和十二指肠，顺利完成淋巴清扫和消化
道重建。

“‘镜面人’虽然内脏全部错位，但只是位
置发生变化，相互间的关系并没改变，因此生
理功能与正常人一样，对健康与生活没有太大
影响。” 省人民医院肝脏外二科段小辉主任医
师提醒，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由于内脏不在正
常位置，“镜面人”一旦患病，医生如果照常规
判断极有可能发生误诊。

■链接

“镜面人 ”又称 “镜子人 ”或 “镜像人 ”，即
心脏、肝脏 、脾脏 、胆等器官的位置与正常人
相反 。目前 ，医学上对 “镜面人 ”现象的成因
还没有科学定论 。 有医学专家认为 ， “镜面
人 ”是在人体胚胎发育过程中 ，与父母体内
基因的一个位点同时出现突变有关 ，只有两
人的这种突变基因同时遗传给孩子 ，孩子才
会成为 “镜面人 ”， 而且这种突变是隐性遗
传 ，所以遗传几率很低 ，因此 “镜面人 ”的出
现几率仅为百万分之一。

内脏全反位，他是百万里挑一的“镜面人”———
腹腔镜下实施最复杂肝胆手术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辣妹子从小辣不怕，辣妹子长大不怕
辣，辣妹子嫁人怕不辣，吊一串辣椒碰嘴
巴……”二三十年来，歌曲《辣妹子》传遍大
江南北。湘味十足、朗朗上口的歌词，出自国
家一级词作家、湖南省曲艺家协会原副主席
佘致迪之手。

生于邵东、长于常德的佘致迪扎根湖湘
大地， 一生在文学艺术的道路上奋力追寻，
写诗歌、常德丝弦、歌词、小说……他发表的
作品多达几千首（件），尤以《党啊，亲爱的妈
妈》《辣妹子》等最为著名。

9月9日晚，佘致迪突发脑溢血在长沙逝
世，享年77岁。9月10日，湖南日报记者独家
采访了他的亲朋好友、工作伙伴，大家怀念
这位个性十足、 才华横溢的亲人、 兄弟、师
友，有泪又有笑。

饱含深情歌颂党
今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
首》，其中龚爱书、佘致迪作词的《党啊，亲爱
的妈妈》入选。

佘致迪的弟弟佘致廷是歌词的第一读
者。他说，这首歌最初叫《妈妈，你的恩情该
怎样报答》， 作者是河北邯郸热爱文学的矿
工龚爱书。1981年， 湖南电视台要筹备一台

“七一”晚会，当年调到湖南省广播电视艺术
团任专业作词的佘致迪受命重新填词。

“小时候，我们家里很困难，妈妈经常偷
偷卖血以维持生计。在歌词中，我看到了哥
哥对妈妈的深情。” 佘致廷透露， 歌词改好
后，演唱这首歌的歌唱演员彭丽娜对佘致迪
说，原歌词的前几句她已唱熟了，希望不要
改。佘致迪当即就同意了。为了表示对原作
者的尊重，佘致迪将龚爱书写为第一作者。

在佘致迪的亲朋好友看来，他之所以能

创作出饱含深情的《党啊，亲爱的妈妈》，缘
于其对党、祖国和人民发自内心的热爱。

性格火辣辣
1989年春天，佘致迪到岳阳临湘参加省

音协创作笔会。当时的天气，让他想起四川、
江西、湖南的共同特点，雨多、雾浓、湿气重，
人们千百年来爱吃辣椒，便提笔写下《辣妹
子》的歌词。

后来，徐沛东谱曲，宋祖英演唱，《辣妹
子》一下传遍大江南北。

创作上，佘致迪热辣、勤奋；生活中，他
爱憎分明，十分有个性。

20世纪80年代起，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
员、常德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罗继南和佘致迪
合作创作了30多首常德丝弦、歌曲。佘致迪
作词、罗继南编曲的常德丝弦《常德是个好
地方》通俗生动，脍炙人口。

“这首歌里面有两句词：‘这地方的男人
比女人漂亮，这地方的女人比男人更开放’。
当时常德的相关领导听了，觉得不好，要求
改掉。佘老师认为，歌词描绘了常德人的特
色，坚决不改，不然他就放弃这首歌。后来的
演出证明， 这两句是大家最喜欢的一段。每
次唱，大家笑得很开心。”罗继南说，这首歌
还成为常德对外招商的常演曲目、常德广场
舞的热门曲目。

佘致迪对稿费非常“计较”。他的儿子佘
树忠说，父亲认为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者应
该受到尊重。因此，无论多少，他的作品发
表了，报刊必须付稿费给他。不过，朋友们
请他帮忙创作， 常常是给一瓶啤酒他就欣
然应允。

与老百姓打得火热
1942年，佘致迪出生在邵东的小山村。

4岁，他“跳进谷箩被（父母）挑到滨湖常德”，
在此成长。儿时，他家庭贫困，但很勤奋，成

绩很好，“年年头名，获免交学费奖励”。
妻子谭建国是佘致迪的中学、 大学同

学。她说，佘致迪原本在学校教书。20世纪60
年代，他发表了小说《鸭棚新歌》，后又陆陆
续续发表了小说、诗歌作品，被调入常德市
文化馆。这次调动是常德市文化馆趁着学校
校长出差进行的，因为校长“坚决不愿意放
走这个人才”。

1981年，湖南省广播电视艺术团看中
佘致迪的曲艺创作才能， 把他调到长沙。
不过，因曲艺演员难寻，领导要他担任专
业作词。

谭建国说， 佘致迪经常昼夜不分地创
作，书桌上、床底下，长年堆满了他创作的稿
纸。在外没有稿纸，他就写在烟盒上。3次中
风后，他笔都拿不稳，但一旦清醒一点点，就
立刻创作。

“父亲一生非常勤奋，发表的作品至少
有5000首（件）以上。”佘树忠记得，中学时，
他几乎每天都要骑自行车去位于长沙侯家
塘的邮局为父亲取稿费的汇款单，“少的时
候几张，多的时候一叠。”

虽然是歌词创作大家，但是佘致迪善于
听取意见。他不仅经常和当语文老师的妻子
探讨自己的作品， 未成年的子女也能提意
见。

常德电视台导演李飞舟与佘致迪合作
了一二十年，经常请他为台里的大型晚会进
行文学上的把关。他说，时常有歌词创作爱
好者慕名前来拜访佘致迪， 与他讨论创作，

“佘致迪每次都很乐意听。”
佘致迪经常到农村、工厂采风，很多老

百姓都认识他。佘致迪在街上走，街边卖菜
的老太太喊他打两元钱的麻将，他就热热闹
闹和人家打几场，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

罗继南说：“佘老师善于听取群众意见，
和群众打成一片。所以，他的歌才那么接地
气，广受群众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