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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美丽

寻找最可爱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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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通讯员 赵星

【微档案 】丁群芳 ，男 ，1967年4月
生，湖南岳阳县张谷英镇中心学校教师。
1985年从事农村义务教育工作至今。 指
导学生以家乡资源、乡土特色为对象，开
展科技创新和综合实践活动，在全国、湖
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多次荣获一
等奖。 曾被评为“湖南省十佳科技教师”，
连续两届荣获 “湖南省芙蓉创新奖”，连
续7年被评为“岳阳市优秀科技教师”。

【故事】
这是一次不得不推迟的采访。 这是

一次迟来的心灵洗礼。
6月4日， 记者准备前往岳阳县张谷

英镇中心学校采访丁群芳。 就在前一天，
突然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6月2日凌晨，
丁群芳的妻子因患乳腺癌去世。 采访行
程推迟到6月16日。

相依为命28年、 患癌症11年的妻子离
开了人间。谁又会想到，丁群芳也是一个癌
症患者。 他患的是直肠癌，已经3年了。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在这个普通的
山区学校，在爱人身患重病、90岁的父亲
瘫痪在床、自己也身患癌症的“绝境”中，
丁群芳却干出了不可思议的业绩。

这是一个与命运搏斗、 从不屈服的

铮铮汉子！
与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一样， 第一次

接触丁群芳，肯定会产生一种错觉：他哪
里是一个患病3年、 已做了8次化疗的癌
症患者？ 高大的身材，乌青的头发，脸色
也看不出多少苍白。

这么一个癌症患者， 却是一个工作
狂，一个谈起“科技创新”就眼睛发亮的
狠角色。 他爱人生前就不止一次提醒他

“这么干下去，你真是不要命了”。
但丁群芳就是停不下来，歇不下来。
正因为丁群芳对工作的痴迷， 耽误

了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这些年来， 他指导的学生科技实践

活动屡屡获奖。 2011年8月份，他指导学
生们完成的《家乡河流水质及污染情况

调查》，荣获全国第26届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一等奖。

此前，他发现便血，却没在意。 2011
年底，他又感到身体不适，就到岳阳市一
医院做了常规检查，但没有声张。 直到过
了年，把开学工作安排好后，才到湘雅三
医院去检查。 医院确诊他得了直肠癌。

丁群芳清楚地记得， 动手术的那一
天是2012年2月14日。医生说：“早半年治
疗，癌细胞很可能不会扩散这么快。 ”

妻子得了癌症，自己也得了癌症。 雪
上加霜。 不幸的消息传来， 家人哭成一
团。 但丁群芳很冷静。 他回忆当时的情
景，坦然地说：“病要治，事要干。 心里苦，
也要忍。 一句话，要顶住。 ”

“要顶住”！ 湖南汉子的“霸蛮”精神

凸显了出来。
7个多小时的手术， 连续几天的化

疗，水米不进，丁群芳的体重一下子下降
了10多公斤。 身体这么虚弱，他还牵挂着
张谷英镇中心学校。 此时，正值迎接全国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县验收， 有很多
的基础教育数据与资料要整理、上报。 他
放心不下，就躺在病床上口述，再由女儿
用电脑发回学校。

这次手术后， 医生要求至少住院一个
月，才24天，他就出了院，心里想：《珍爱生命
之水，呵护生态环境》这个课题，省里马上要
评选，需要完善。 出院后连续10多天，他都
工作到深夜，指导学生修改、整理作品。这一
作品最终荣获湖南省第33届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一等奖、全国三等奖。 重病中的丁群
芳笑了。 爱人心疼地说：“你珍爱这个，呵护
那个，就不晓得珍爱、呵护自己。 ”

丁群芳说，妻子患病这么多年，他从
来没有在妻子面前流过泪。 妻子知道他
心里苦，临终前对他说：“我死后，你就痛
痛快快哭一场吧。 ”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
的山。 ”这两行诗，就是对丁群芳最生动
的诠释。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
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左茜
杨余敏）红色通道，文化侗乡。
今天， “红色通道兴伟业侗
族文化展魅力———共和国将
军情系侗乡书画展” 在通道
转兵纪念馆举行， 此次活动
由中国将军书画院、 通道侗
族自治县委、 县政府联合主
办。 王洪福、李栋恒、黄万荣、
熊元吉、纪东、肖兵等共和国
老将军出席了开幕式。

本次活动旨在传承红色
文化，弘扬革命传统，加快革
命老区的建设与发展， 实现
经济、 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同
步增长。 开幕式上，参加活动
的老将军向通道赠送了书画
作品与红色书籍。 当地民间
文艺队伍表演了《映山红》、
《小马灯》、《合拢长宴送红军》

等红色歌舞表演。
此次共和国将军情系侗

乡书画展征集了100位将军
的书画作品参展， 汇聚了楷
书、篆书、隶书、行书和草书等
各种书体， 内容涵盖了老区
建设、抗战精神、红色历史和
侗族文化。 将军书法具有雄
浑大气、浩然正气、军旅豪气
等特点， 字里行间渗透着军
事谋略和战争智慧， 展示着
革命军人听党指挥、 不怕牺
牲、无私无畏 、敢打胜仗的
宝贵精神。 同时，将军书画
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是
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革命传统教育、 国防教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生动教材。 当地群众和来自
各地的游客千余人参观了书
画展。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
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凌英英 ）
画上通天，戴好髯口，在戏曲
老师指导下练习“矮子功”、
“弓箭步”、“走圆场”等戏曲基
本功。 今天上午，长沙市曹家
坡小学的孩子们， 感受到了
传统戏曲的魅力。

当天，湖南省“戏曲经典原
创动画进校园”在曹家坡小学
正式启动。 活动由文化部全国
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省文化厅、
省教育厅主办，九天星（湖南）
传统戏曲文化传习中心等单
位承办， 将在全省选取300所
小学，开设戏曲文化体验课。

记者在曹家坡小学看
到， 体验课首先播放了一段
京剧动画《三岔口》。 经过动
画夸张的“摸黑打”、“铁门槛”
等片段，让《三岔口》变得更
好看易懂，现场的100多位孩

子被深深吸引。 随后，在戏曲
老师的引导下， 孩子们一起
学习戏曲常识， 模仿戏曲动
作，辨识京剧打击乐器，领会
戏曲人文精神。“这样的课太
好玩了。”每一个互动环节，孩
子们都踊跃举手，争相参与。

“体验课一改填鸭式的
教学方式，效果非常好。”文化
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副
主任李建军说， 以孩子们喜
闻乐见的动漫形式来弘扬传
统戏曲， 加上授课老师引导
学生学习， 使孩子们了解、热
爱传统文化。

据悉， 湖南从2012年开
始在部分小学推出戏曲文化
体验课，是全国最先启动“戏
曲动画进校园”的省份。今年，
湖南的戏曲文化体验教学模
式将在山西、浙江、海南、宁夏
等8个省区推广。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曹辉 蒋
睿）湘籍画家曾景祥工笔花鸟画展
今天亮相中国美术馆，数十幅精美
的作品引来参观者的啧啧称赞。

66岁的曾景祥是桃江人，现任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
员。 他的工笔花鸟画以独特的艺术
语言和审美图式向人们展示了他
对自然物象的个性化情感体验，凸
现了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工笔花鸟
画的新颖境象，给观众献上了一场
视觉盛宴。

省文联副主席、省美协主席朱
训德告诉记者，曾景祥诗词曲赋造
诣颇深，多方面的学养才情使他在
工笔画创作方面有借鉴“文人画”的
可能，在意境营造上追求清雅平和，
不奇绝，不突兀，不故弄玄虚，平淡
天真。 他将诗词联句题诸画端，丰
富了画面的审美元素，使得绘画在
意境方面得以拓展，诗画相得益彰，
形成了独特风格。

本次展览由中国新闻出版传
媒集团、省文联、省美协、湖南科技
大学主办，将于6月25日结束。

传承红色文化 弘扬革命传统

百位将军书画聚通道

戏曲动画美了
孩子们醉了

戏曲文化体验课将进入300所小学

湘籍画家曾景祥作品
亮相中国美术馆

忍住了眼泪，洒出了爱
———记岳阳县张谷英镇中心学校教师丁群芳

6月 16日 ，
丁群芳 （左二 ）
在 学 校 科 技 实
践 基 地 向 学 生
讲 解 “太 空 辣
椒”的生物学特
征。
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摄

6月16日， 岳阳
市岳阳楼区东方红
小学， 市新华书店
工作人员向学生发
放 “绿书签 ”。 当
天， 岳阳市 “扫黄
打非·护苗 2015 ”
专项行动———“绿书
签” 宣传活动启动，
来自全市50多所中
小学校的学生和家
长共4000多人参加
了启动仪式。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刘克俊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