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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伍实强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8月16日， 新化县圳上镇黄溪村小
学复课4周年纪念日,村里人都记得这个
日子。 为了让停办的小学复课，村支书
方吉赛差点搭上自己的一条命。

今年55岁的方吉赛，从1979年起从
事屠宰生意，现在镇上开办了一家较大
规模的建材店。 凭着自己的诚实守信和
勤奋经营，他成了当地颇有名气的致富
带头人，还多次被评为县优秀个体工商
户。 2011年6月，村里举行换届选举，他
高票当选村主任，后来被任命为村党支
部书记。

黄溪村原来的小学有100多个学
生， 由于师资力量薄弱， 教学质量差，

2006年被撤点并校了。 七、八岁的小孩
起早贪黑，每天要走上10多里山路去读
书，方吉赛看在眼力，痛在心里。 他统一
村支两委的意见，征得教育部门同意后，
他自己出资2万元，把学校修葺一新，买
来100套课桌、椅子和办公用品。

有了新学校，没有新老师愿意到山
沟里来，复课的事又要泡汤。方吉赛找到
了东风联校20多年教龄的陈瑞玉老师，
向她倾诉恢复办学的想法。 经过一上午
的交谈，陈老师被他铁心办学的真情感
动，答应和有幼师资格证女儿一起来任
教。

2011年8月16日， 黄溪小学终于迎
来了开学典礼，学前班和一年级有50多
人。 9月5日，方吉赛因操劳过度突患心
绞痛，不省人事，被紧急送到娄底中心

医院抢救，捡回了一条命。他醒来后的第
一句话就问“孩子们还在学校吗？ ”

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就急着办了出
院手续。还没到家，他先来到了学校。当
看着孩子们在教室里上课时，这位年过
五旬的七尺男儿，竟然流下了两行热泪，
他有说不出的高兴。

2012年， 方吉赛花了6万元硬化了
全村4个村落到学校的田间小道3公里。
2013年， 又花8万元修了一座16米长的
水泥桥。 去年7至8月，他争取6.9万元，自
己投入6万元，建好学校厨房、厕所，砌好
围墙，将操坪硬化，还配备了冰箱和餐
具。 2012年，争取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分
配一名特岗教师， 为了让她安心教学，
方吉赛另外为她每月补助500元， 并为
她配备电脑，开通了网络。

方吉赛还免费为师生提供中餐，给
每个学生交纳20元的保险费。 4年来，方
吉赛全身心地扑在学校，生意上的事交
小儿子打理，自己私人存折上存有的30
万元存款已所剩无几。 有人背后议论方
吉赛傻，对此他总是报以微笑，他说：“钱
就是用来花的，人总还是要有点精神追
求！ ”

方吉赛辛勤的付出没有白费，现在
黄溪小学已有4个年级78名学生，5个老
师，外加一个学前班。 今年联考，黄溪小
学六科成绩在松山学区排名第一。 谈及
黄溪小学的发展前程，方吉赛豪情满怀
充满信心，他已经说服两个本科毕业的
儿媳，从下半年开始来小学做教师。他还
要千方百计争取资金、协调关系，拉通
200多米的进校公路。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记者 田
甜 通讯员 肖双成）作为大美洋湖·
2015中国（长沙）雕塑文化艺术节
的重要环节， 全球雕塑原创作品征
集大赛正在向全球范围内征集原创
作品，最佳作品将获5万元奖金。

本次大赛由雕塑文化艺术节
组委会发起，面向全球范围内所有
热爱雕塑艺术的个人或团队，创作
主题为“绿色未来·城市梦想”。 大

赛将设最佳作品奖1名， 优秀作品
奖2名，入围作品奖3名，最佳作品
获得者将作为下一届雕塑节特邀
嘉宾，与国际雕塑大师一起进行雕
塑现场创作。

从即日起至9月13日，参赛者
可登录雕塑艺术节官网报名。大赛
评委团由著名湘籍雕塑家雷宜锌
领衔，中、意、法等国24位雕塑艺术
家组成。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曹辉 蒋
睿 王先茹）今天上午，2015年“欢乐
潇湘·幸福湘潭”群众美术书法摄影
作品展在湘潭美术馆开展，共有210
件获奖作品集中展示， 吸引了省内
外上百名书法、美术、摄影爱好者来
此观展。

本次获奖作品展以“我们的中国
梦”为主题，自今年4月举办以来，得
到了广大艺术家和书法、美术和摄影
爱好者的积极响应，涌现出一批体现
湖湘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精品力作。经
过初赛和复赛，共有210件作品参与

评奖， 其中专业组90件， 非专业组
120件。 大赛组委会还将从专业组和
非专业组作品中分别挑选部分作品
参加我省第五届艺术节相关评选。

据了解，今年10月，我省第五届
艺术节美术书法摄影精品展将在湘
潭市举行。 湘潭市文化体育广电新
闻出版局局长李冬平表示， 文化活
动不仅要圆满举办，更要乘势而上，
勇于创新。 期待以后涌现出更多德
艺双馨、备受人民喜爱的名家大师，
创作出更多无愧于历史、 时代和人
民的精神力作。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李俞辰）8月24日，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 31
岁的蒋女士看到护士用手机录制
的一段宝宝的视频后，流下了激动
的眼泪：“我终于圆了母亲梦，谢谢
你们！”泪水背后，是这位肾移植妈
妈5年来与疾病的斗争， 和孕育新
生命的艰辛。

“尿毒症”、“肾移植术”这样的
字眼，对于一个正满心期待着宝贝
降临的准妈妈来说简直是晴天霹
雳。 2010年，来自邵阳市的蒋女士
怀孕6月时，发现肾炎，不得不终止
妊娠。 后来诊断为“尿毒症”，她于
2011年3月接受了肾脏移植术。

今年3月，一张“宫内妊娠70
余天”的B超单让她喜极而泣。 考
虑到身体原因，家属、医生都建议
她慎重考虑。 蒋女士考虑再三，毅
然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然而， 蒋女士孕28周时，B超
显示“羊水指数为0”，也就意味着
胎儿肾脏发育存在问题。她先后辗
转多家医院， 均被告知否定的答
案，这让她几乎绝望，束手无策。今
年7月， 蒋女士带着最后一丝希望
来到湖南省妇幼保健院，通过“补
液、改善微循环、降压”等治疗后，
羊水开始增多，情况好转，蒋女士
于7月31日出院。

8月15日，蒋女士因身体欠佳再
次入住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此时宝
宝已达33周，考虑到母婴安全，医生
商议决定择期终止妊娠。 8月21日，
医生为蒋女士施行剖宫产，1.8公斤
的儿子出生后马上被送到了新生儿
重症监护室监护， 给予呼吸机辅助
辅助呼吸等治疗。

目前， 宝宝生命体征平稳，每
次能吃奶10毫升， 监测肝肾功能
正常。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记者 姚学
文 通讯员 黄军山） 新学期开学在
即，近来，一则消息在ＱＱ群以及微
信中流传开来： 低保户新上大学学
生，去教育局二楼报名，一年一万元
补助。需要带低保证、入学通知书、户
口本、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9月14日
结束。不少人信以为真，或纷纷转发，
或前往咨询。 今天，湖南日报记者从
长沙市教育局核实，此信息为虚假消
息。 该局有关部门提醒，此消息属谣
言，切勿盲目相信，更不要随意转发！

据悉， 这一消息在网上流传已

久，因为没有说明具体地方，因此谣
言在全国各地都有流传。 经了解，长
沙市工会系统确实在开展“金秋助
学”活动，但是和网传的信息内容有
所不同，符合要求的受助者，可以前
往咨询。

据介绍，目前在长沙市，大学新
生资助有多种途径。各类资助活动都
有规范的操作流程和严格的审查程
序， 而且都会通过正规新闻媒体、长
沙教育信息网和各学校等正规渠道
向社会公布，请大家通过正规途径进
行咨询或申报，勿传勿信谣言。

好支书撑起一所村小学 中国（长沙）雕塑文化艺术节征集原创作品

最佳作品可获奖金5万元

“欢乐潇湘·幸福湘潭”
湘潭举办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

肾移植手术成功———

31岁女子圆了母亲梦

大学新生一年补助一万元？
长沙市教育局：谣言，勿信！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丁宁 朱文青） 日常生活
中跌倒、划伤引起的小伤口，你会重
视吗？ 是不是认为是“小事情”， 涂点
消毒药水、或贴个创可贴就好了。 近
日，长沙市中心医院收治了一例因小
伤口引发“破伤风”的病例，患者入院
时已经张口困难、言语不清。 医生提
醒说，有些看上去很小的伤口如果处
理不当，可能引发大麻烦。

8月初， 长沙45岁的张先生在农
田里干活不慎被锐利的竹签刺破脚
趾。 当时张先生觉得伤口很小，只有

一些污泥及少许的出血，便在药店买
了碘酒和棉签消毒自行清理了伤口。
没想到，8天后，张先生突然出现张口
困难伴间断抽搐，被家人紧急送到医
院就诊，被诊断为“破伤风”。

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李
长罗介绍， 破伤风杆菌在土壤、 空
气及水中普遍存在， 因此各种创伤
均可导致破伤风杆菌污染。 少部分
患者的伤口较小而隐蔽， 加上感染
破伤风杆菌到发病常有一周到两周
左右的潜伏期， 易被患者忽视而延
误治疗。

小伤口带来致命菌
一男子未重视引发“破伤风”

8月24日，我省首台智能机器人“娇娇”亮相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各营业大厅，
为客户提供各项服务。 “娇娇”采用了全球领先的智能交互技术，通过语音识别、触
摸交互、肢体语言等方式，移动开展迎宾、业务引导、业务查询等多种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蒋浩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