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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招生关注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何国庆
罗新国 通讯员 龚焱）今天上午，湖南
省地质中学校长周林生、 党委书记巫
长鸣一行来到长沙的一处出租屋，将
凝聚全校5000多名师生爱心的2.9万
余元捐款， 送到罹患肺癌的该校高三
同学小熊的父母手中， 并祝小熊早日
康复。

在今年的高考体检中， 不幸毫无
征兆地降临到小熊头上。 他被查出肺
部肿瘤，后经确诊为肺癌。这一消息如
晴空霹雳， 让他的老师、 同学扼腕叹
息，更让他全家陷入痛苦的深渊。

在得知自己罹患重病后， 小熊的
意志并没有被击垮。 尽管化疗让他承
受着身体上的巨大痛苦， 也耽误了许
多宝贵的学习时间，但他一直没有放弃
参加高考的念头。医生、父母、老师都多
次相劝，也不能动摇他的决心。父母拗
不过小熊，小熊的第一个化疗疗程刚结

束， 今天就在考点附近租了一间房子，
为圆儿子的高考梦做准备。

小熊在学校是大家公认的好学
生。 这位外表斯文俊秀的小伙为人和
善，乐于助人。他一直担任学习委员，
成绩总是排在年级的前20名左右，曾
在全国语文知识能力竞赛中获三等
奖， 还得过长沙市无线电制作比赛的
一等奖。更让人羡慕的是，小熊体育特
长突出，是今年的高考体育特长生，羽
毛球、武术等项目是强项。

小熊家住安化县农村，家境困难。
上中学以来的学费和生活费， 都要靠
亲友资助。面对巨额的治疗费用，家里
人一筹莫展。

小熊的不幸遭遇， 引发了省地质
中学师生的广泛同情， 他坚持要参加
高考的消息更让人感动。 学校为小熊
献爱心的倡议发出后，举行了3次捐款
活动，共募集善款292144.1元。

癌患考生决意高考
省地质中学师生倾情捐助近30万元

本报6月5日讯 （通讯员 杨小丽）
“报告！各条接线无误，发电车运行正
常！”“经现场检查， 安全隐患已经消
除，设备运行正常！”6月5日上午，岳阳
电业局配电运检班、 安全用电服务班
的10多名员工来到岳阳市一中考点，
为学校送去一台110KW发电车，并再
次检查学校配电设备运行情况， 保证
高考期间的安全、可靠用电。

今年岳阳市有8个高考考区、25

个考点、1009个考室。 为保障安全用
电， 岳阳电业局安全用电服务班员工
在高考前一个星期，分批对全市各学校
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每个隐患都整改
到位。高考期间，该局将对保电线路的
重要地段、学校安排员工蹲守，对派出
的发电车（或发电机）实行专人专岗守
护，全市共有300多名电力员工坚守在
高考保电一线，真正实现了学校安全用
电“无死角”，高考用电“您放心”。

通讯员 陈银生
本报记者 左丹

身材娇小，身板硬朗，走路一阵
风！她就是周云兰。今年4月，她在第
11届香港国际武术大赛上斩获孙氏
拳、42拳、 太极扇3个项目的金牌和
42剑银牌。

谁能想到，50多岁的周云兰7年
前还是瘫痪在床的重症病人。6月初，
笔者采访周云兰时，感觉到她充满了
活力。

周云兰出生安乡农村。2001年3
月， 她意外地从自家窗台摔到地上，
动弹不得，卧床3天。此后连续5年求
医问药，病情仍不见好，终致腰椎间
盘突出、退行性病变、颈椎变形、坐骨
神经受压。2006年3月，她瘫痪在床，

一躺就是8个月。
她的头发先是一根一根地脱落，

然后是一缕一缕地掉； 她日渐消瘦，
最轻的时候不足35公斤。 走路靠人
背，如厕靠人抱……

周云兰对生活绝望了，天天拿着
遥控器搜寻电视节目。2006年11月
的一天，她像往日一样，漫不经心地
收看央视的《健康之路》。这期节目讲
述了一位瘫痪多年的长者，苦练太极
拳，不仅根治了顽疾，还在国际武术
大赛上喜获金奖。

周云兰眼前一亮，决心学练太极
拳。 她要家人买来一摞与太极拳有关
的书籍和光碟。躺在床上，她一遍又一
遍地观看、研读、揣摸太极拳的每一个
细节，琢磨每招每式的动作要领。

刚开始，她只能躺在床上用手比

划动作。2个月后，她居然能靠着床沿
动作了。又苦撑苦练了4个月，她已能
在屋内独步，做一些难度不大的动作。
此时的她，心无旁骛，只有太极拳。3套
太极拳中的每招每式， 她都琢磨得有
模有样， 而且能按标准顺利地完成一
整套动作。 她的身体也与她对太极拳
的拿捏一样，一天比一天好……

身体康复后，她更加坚定了练太
极拳的决心，通过书籍、光碟、网络教
学等途径，开始了如饥似渴地广泛涉
猎与太极拳相关的理论知识、各种套
路、基本功以及健身气功。

2008年8月， 周云兰在厦门陪读
小女儿时， 每天早晨都要到住地附近
的金榜公园练太极拳，并免费传授。在
厦门3年， 她教的学员已超过300人，
年龄最大者82岁，最小者才24岁。

2012年4月，周云兰的外孙在安
乡出生了。她回到安乡，照顾大女儿
和外孙之余， 开始在当地推广太极
拳，把健康快乐的理念传输给父老乡
亲。县里委以她全县太极拳协会总教
练的重任。

2012年9月，周云兰收到第11届
香港国际武术大赛组委会的参赛邀
请。香港国际武术大赛是世界武术赛
事中项目最多、 选手最广的顶级大
赛，被誉为“武术奥运会”。每届参赛
选手近万人，来自中、美、俄、法、日、
意、德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信心满
满的周云兰一口气报了孙氏拳、42
拳、42剑和太极扇4个参赛项目。

一位曾经的重症病人，不仅仅收
获了金牌，更收获了战胜病魔之后的
快乐。

本报6月5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李依）凭借托福101分、ACT27分的成
绩，长沙艾博ACT学校应届毕业生张
鄢琛被美国加州大学等5所高校同时录
取。 当今年高中毕业生还在紧张备考
时， 就读于长沙艾博ACT国际学校的
50名湘籍学生却已参加全球同步的
“美国高考”———ACT考试， 全部拿到
了美、澳、英、加等国名校录取通知书。

据了解， 这批学生每人都收到数

份录取通知书，总计数百份之多，并且
近50%的学生获得高额奖学金。 陈雨
瑶同学收到了波士顿大学等5所美国
名校的录取通知书， 而且丹佛大学还
给予她7.2万美元高额奖学金。 这批
被美国等国名校录取的湘籍学生，原
就读于长沙雅礼中学、长沙市一中、湖
南师大附中及衡阳市八中、 湘潭县一
中等校，参加“美国高考”前一年到长
沙艾博ACT国际学校学习。

本报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我们圆了灾区孩子的又一个
梦想！”6月3日晚， 四川省天全县5
名小学生结束半个月的北京免费
夏令营活动， 高兴地回到了家乡，
这让岳阳志愿者徐宙雄、 程文彬、
杨维十分欣慰。

4月20日， 徐宙雄在岳阳楼区
党校学习，程文彬、杨维在市残联
做义工。 得知雅安地震消息后，他
们的第一反应是：第一时间赶赴灾
区救援！

在雅安灾区，徐宙雄负责医疗
救助，程文彬负责物资调配，杨维
负责联络和信息收集。他们都经过
专业救援培训， 曾参加过汶川、玉
树救灾。

“叔叔，你能陪我说说话吗？”4
月27日， 灾区孩子不经意的请求，
让程文彬、徐宙雄意识到，物资无
法弥补孩子受伤的心灵，心理干预
很重要。一个“童心·同行”关爱儿
童公益行动应运而生。4月30日，他
们选择在天全县新场乡董家村举

行首场活动。到场的200多人分成4
个小组，开始游戏和竞赛。虽没有
音响， 活动现场掌声此起彼伏，笑
声阵阵。

每次发放物资后，他们都会带
着孩子们玩“萝卜蹲”、“老鹰抓小
鸡”等游戏。他们甚至还想尽办法，
将动画片《巴布工程师》“搬”到了
安置点。动画片跟建筑有关，由一
个个小故事组成。每一个小故事放
完就暂停，3位志愿者与孩子们互
动。“遇到危险，要怎样保证自己安
全？”面对问题，孩子们抢答道：“离
房子远一点，不要到危房里玩耍。”
灾难给他们造成的心理阴影在慢
慢淡化。

回到岳阳后，3位志愿者一刻
也没有闲着， 积极对接助学等项
目，继续为灾区重建而奔忙。徐宙雄
通过中国好人网找到了北京的爱心
人士，30名灾区孩子可免费去北京
参加夏令营； 还可免费留在北京读
书。他们倡导的公益“特种兵”训练
基地建设也已启动，建成后，可培训
更多的灾害救援专业志愿者。

保电车进考点

50名湘籍学生同时考上国外名校

50岁，她成了武术冠军

为灾区孩子圆梦

6月5日，中建五局三公司长沙大托片烟醇化库项目组织消防演练。民工
们拿起专业设备前往灭火，学习了解消防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李春辉 摄影报道

她曾是一名重症病人，一度瘫痪在床，体重最轻的时候不足35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