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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张亚娜 罗敏

不管是严寒酷暑， 还是刮风下雨，
总能在常德市桃源县西安镇的山间田埂
看到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 他提着疫苗
接种箱， 走村入户。

这位防疫战士37年如一日， 守护孩
子的健康， 用脚步丈量了数十万公里山
路， 走坏无数双黄胶鞋， 骑坏4辆自行
车、 5辆摩托车……

他就是全国“十佳最美接种医
生”、 桃源县西安镇卫生院防疫专干王
春生。

“我就是一个想法， 让全镇的孩子
都健健康康成长。” 61岁的王春生用一
生的坚守， 兑现了这句最普通却最庄严
的承诺。

9月20日， 在桃源县举行“全国十
佳最美接种医生———王春生表彰大会”
上， 王春生告诉记者， 虽然到了退休年
龄， 但他愿意继续干下去。

42年前的麻疹疫情，
让他终生难忘

1974年， 对于不满20岁的王春生来
说，终生难忘。

那年，西安镇薛家冲村暴发了严重的
麻疹疫情，300多人染病， 其中20多名儿
童病故。“作为一名医生，我却无能为力，
太难受了。 ”当时，王春生还是乡镇卫生
院的一名中医医生。 乡亲们的悲痛撞击
着他的内心。

1979年， 当卫生院院长征求王春生
的意见，想把防疫任务交给他时，他毫不
犹豫地答应了。 一干，就是37年。

西安镇地处武陵山片区，乡亲们居住
分散，常常是“望到屋、走得哭”。 刚开始
做预防接种工作的时候，全靠步行，王春
生一出家门就是一个多月。

风雨接种路，
他不知摔了多少跤

山路迢迢。 为了不耽误接种， 王春

生买了摩托车。
2012年， 一个下着大雨的晚上， 在

桥塘村忙了一天的王春生骑着摩托车从
村里回家。 在接近西安镇的一个转弯处，
摩托车突然失控。 瞬间， 连人带车跌入
路边10多米深的小沟里。 摩托车重重撞
击了王春生的胸部， 他的两根肋骨和左
手无名指断裂。

2015年8月， 西安镇山洪暴发， 住
得远的村民来不了卫生院， 王春生骑车
到村里去接种。 在去桃安村的路上， 大
水冲垮了桥。 王春生骑着摩托车， 加足
马力想涉水冲过去。 结果， 轮胎撞到石
头上， 翻了车。 他的腿被划了四五厘米
长的一条口子。 到医院缝好针， 他又租
车去了桃安村。

“我们约好了日子， 不能耽误孩子
们接种。” 王春生说， 乡亲们信任自己，
更要把这份事干好。

37年过去了， 王春生记不清自己蹭
破多少次皮、 摔伤过多少次， 但他记得
骑坏了4辆自行车、 5辆摩托车。

他的头发白了，接种率上来了
37年如白驹过隙， 王春生的头发白

了，西安镇的接种率也上来了。
近10年来， 西安镇没有发生过一例

麻疹、乙脑、流脑，未发生过重大传染病流
行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适龄儿童接种率
保持在90%以上，安全接种率达100%。

“我儿子是王医生打的防疫针，现在孙
子也找他打。 我放一百个心。 ”家住薛家冲
村的彭南河提起王春生，感到特别亲切。

但王春生对自己的儿女充满愧疚。 常
年走村入户， 他基本无暇顾及家里的事。

“从家里要走三四公里路到村小学，我从来
没接送过他们，连玩具都买的少。 ”王春生
说。

虽然到了退休年龄，但闲不住的王春
生又被卫生院返聘，继续干着老本行。

不善言辞的王春生， 在日记里写下
这样的心声：“真希望再有10年、 20年，
还做接种医生。 对家人的亏欠， 我慢慢
还吧……” 2016中国（长沙）

雕塑文化艺术节启幕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记者 王晗)今天，“先导控股·城市

梦想”2016中国(长沙)雕塑文化艺术节开凿仪式在长沙洋湖
湿地景区举行，为期30天的雕塑节正式拉开帷幕。

据了解，雕塑艺术节已在长沙成功举办2届，来自23个
国家和地区的45位雕塑大师创作了多件雕塑作品， 还塑造
了一个雕塑活动名片和雕塑主题公园。

雕塑节开凿现场，来自世界五大洲的23位雕塑大师和一位
国内雕塑新秀用钉锤凿开原石，共同开启这次雕琢之旅。“就像
一次夏令营，很开心、很兴奋！ ”去年雕塑节金奖作品创作者、来
自北京的王钢以唯一的国内雕塑新秀身份受邀参加这次雕塑
节，他将带来一件名为《盛世神骏》的雕塑献给长沙市民。

开凿仪式上，由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景育民
创作的雕塑《行囊》首次亮相长沙。 该作品以“文化接力”形
式，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同追求。

近年来，随着李自健美术馆、洋湖国际雕塑园等落成，中
国(长沙)雕塑文化艺术节、湘江音乐节等节会的举办，湖南
湘江新区已成为一片投资热土和人文新城。该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未来，湘江新区将高水准建设“品质新城”，精心雕琢城
市细节，打造具有湖湘特色、文化内涵和时代风貌的“长沙新
名片”“湖南会客厅”。

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
研讨培训班在长沙开班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周闯 唐
明波） 今天， 全国首次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研讨培训班在
长沙开班。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廖涛在开班仪式上表示，
要从加强顶层设计、 加大师资培训力度、 加大支持力度等3
个方面着手推进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 力争到2020年
实现在全国建成1000家省级示范学校的目标。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明确提出， 制定并实施全
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计划， 将知识产权内容纳入中
小学教育课程体系。 据悉， 去年国家知识产权局、 教育部
启动开展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工作， 并评出
了首批30所试点学校， 我省长郡芙蓉中学入选。 据国家知
识产权局调研情况看， 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普遍存在
教学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师资力量有待进一步加强、 教
材有待进一步体系化、 规范化的突出问题。

省知识产权局局长肖祥清介绍， 湖南在中小学知识产
权教育工作方面起步较早， 2008年就在长沙启动了中小学
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工作， 已拥有试点校27所、 示范校
11所。 据不完全统计， 近五年湖南学生在全国发明展、 中
国国际发明展、 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等活动中， 获金奖
54枚、 银奖和铜奖205枚； 在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与法
国巴黎国际发明展中， 夺得金奖3枚、 银奖和铜奖21枚。

37年，防疫老兵战犹酣
———记全国“十佳最美接种医生”王春生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王宇

虽已过去1年多，刘涛记忆犹新。 正在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读书的他突遇车
祸，被送到了医院重症监护室，远在外省
的亲人无法及时赶到，是学校的胡敏老师
连夜赶来陪伴他。 此后几个星期，胡老师
频繁前来看望刘涛。 他痊愈出院后，胡敏
又利用业余时间帮他把落下的课程补上。

“胡敏老师不仅是我的老师，更像我
的家人。”9月14日，已经毕业的刘涛拎着
月饼，回学校看望他的“敏敏姐”。

在学生眼里， 胡敏就是一位知心姐
姐。 她悉心倾听，让他们将烦恼释怀；她
耐心疏导， 打开他们的心结； 她真心关
爱，把温暖送进他们的心底。不管是遇到
学业、创业、就业等专业问题，还是遇到
交友、恋爱等生活问题，学生都喜欢跑去

问他们的“敏敏姐”。而胡敏从不嫌烦，总
是耐心地给予分析、解答，并提出建设性
的建议。

男生小刘， 因家庭矛盾长期激化，性
格变得抑郁。 感觉到小刘的郁郁寡欢，胡
敏对他格外关心： 多次联系他的父母，劝
导他们妥善处理家庭关系；和他室友打招
呼，让他们多关心帮助他；鼓励他多和同
学们交往； 邀请他周末到自己家吃饭，感
受家庭的温暖；赠送他励志书籍，让他重
新找回生活的信心……一天天过去，阳光
的笑容重新回到小刘的脸上，他以优秀的
成绩大学毕业后，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在营销与策划专业的课堂上， 胡敏
成了“魔法姐姐”。点名神器小印章、APP
点名软件、刷脸点名法……这些“稀奇古
怪”的新点名方式，让学生们每天上课前
充满好奇。《商务谈判》理实一体化课堂，

她让学生着职业正装分组模拟商务谈
判，在模拟情境中学习谈判要领，在唇枪
舌剑中激发智慧。 在《服务营销》实训课
上，她组织策划营销大会暨拍卖大会，让
同学们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推销或拍卖，
销售额和拍卖金额高达万元。“胡老师就
像一位魔法师， 她的营销课永远都有你
想不到的新玩意儿。 ”一位学生这样说。
2016年上学期，她在“学生评教”考核中
名列前茅。

胡敏带领学生参加竞赛时， 更是全
力以赴。 她与另一位老师共同指导的学
生在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电子商务技能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并获优秀指导老师奖； 指导的一个创新
创业项目获2016年长沙市第十三届大
学生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二等奖，她
本人荣获优秀指导老师奖。

学生们的“敏敏姐”
———记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胡敏

“艺术湖南·2016论坛”
在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记者 陈薇）今
天，由省美协、省评论家协会联合举办的

“艺术湖南·2016论坛———湖南美术创作
的现状与突破”在长沙举行，共有150余
位美术创作者与评论界人士出席。 中国
国家画院刘建研究员应邀前来讲课，河
北省美协主席祁海峰、 广西壮族自治区
美协主席谢麟、 湖南省美协主席朱训德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与会者对我省美术创作近年来所取
得成绩作了中肯的评价， 同时对存在的
不足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湖南的美术比
较活跃，美术活动举办较多，在全国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 但湖南艺术家“走出湖
南”还做得不够，一些湖南本土画家在其
他省份的知名度并不响。

据悉，以反映湖南重大事件、现实人
物、自然景观、人文标志为题材的“三湘巨
变———湖南省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从
即日起正式启动，面向省内美术家征集优
秀作品，交稿时间将持续至10月30日。

校地合作精准扶贫
长沙师院迎来桑植50名定向生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通讯员 屈晓
军 记者 左丹） 经过370多公里的车程，
昨天下午， 来自桑植县的50名初中起点
公费定向师范生抵达长沙师范学院，开
启5年的小学教育专业学习生涯。

桑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从2016年
起，试点实施“县级农村小学教师公费定向
培养扶贫计划”，在该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家
庭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中选拔学生，为该县
乡镇以下农村小学定向培养专科层次小
学教师。从2016年到2020年的5年内，每年
计划招生50人。 作为项目培养学校，长沙
师范学院负责人表示，一个学生的入学代
表了一个贫困家庭重燃了生活的希望。 学
校一定会带着感情和责任把这批孩子培
养好，切实为精准教育扶贫出力。

� � � � 9月20日，郴州市苏仙区，苏园中学的学生在欣赏文明创建宣传绘画。 该区通过多种方式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市民积极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今年来，已投入1200余万
元，在城区打造了40余处精品手绘长廊，制作了3万多幅公益宣传画。 贺茂峰 摄

手绘倡文明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9月 20 日

第 2016257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227 1040 12760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33 173 196009

9 6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9月20日 第2016110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3707322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5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7249839
1 25566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31
62786

1133745
13286347

43
2227
43256
521259

3000
200
10
5

0807 31 32 3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