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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李寒露 周勇军

8月1日， 石门县太平乡苦竹坪
社区一户农家，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
人。这户农家的一名准大学生，在7月
31日给录取她的大学写了一封信，
恳请学校“提供一张下铺”。没想到第
二天就迎来了大学的相关领导，为其
送来了特别的礼物：免除她4年学费，
并提供全套生活用品，还为她特制一
张下铺，方便其学习和生活。

这名准大学生叫陈明珠，今年高
考以516分被衡阳师范学院录取。

陈明珠8岁那年， 母亲做手术出
现意外成了植物人，需要专人照料和
长期服用药物，家庭因病致贫。 她小
小年纪便学会了自立自强，帮爷爷奶
奶做家务、干农活，给躺在床上的妈

妈喂饭喂药、按摩锻炼。
2014年秋， 刚升入高一的陈明珠

被查出患上了突发性脊柱侧弯。这让她
的家庭雪上加霜。 这种病发病率很低，
手术风险大。 家里人找亲朋好友、社会
爱心人士借钱，从银行贷款，好不容易
让陈明珠做了手术。 手术虽成功，但陈
明珠的脊柱上从此多了一块钢板。

接二连三的打击，击倒了陈明珠
的父亲。 多年来，这个家靠他一个人
打工支撑。 女儿做完手术后，他就离
家出走，至今没有与家里联系。

父亲出走了，但越来越多的爱心
人士来了。陈明珠就读的石门二中连
续3年为她减免学费。 在深圳工作的
石门企业家盛孝地资助她1万元，并
按月给她寄300元生活费。 还有社会
上一些爱心人士， 经常为她捐款捐

物，让她像同龄人一样快乐成长。
7月31日，经过思前想后，陈明珠

给衡阳师范学院书记院长邮箱写了
一封信。她写道：“我原本去年要取钢
板的，因为没有钱，手术还没有做。但
我坚信只要不放弃就会有希望……
我恳切希望学校在接纳我的同时，能
够给我提供一张下铺，以方便我养病
和学习，我将万分感谢!”

7月31日上午， 衡阳师范学院收到
了陈明珠的信，院党委书记刘沛林当即
批示：“陈明珠同学家多次遭遇不幸，是
典型的因病致贫， 学校要重点给予关
爱。 请陈敏副院长带学工处、招生就业
处等部门负责人，前往陈明珠同学家慰
问，了解并解决她的求学困难，为她顺
利、愉快地完成学业排忧解难。 ”

8月1日，陈敏带着学工处、招生

就业处、 宣传统战部等部门负责人，
专程赶到了陈明珠家。

陈敏告诉陈明珠，学校已决定免
除她4年学费，并提供一定生活保障，
“给你一个温暖的家”。由于当前学校
的床铺都是组合柜床，考虑到陈明珠
特殊的身体原因，学校决定将其宿舍
从住4人改为住3人，专门腾出一张床
改成下铺，方便她术后身体恢复和日
常学习、生活。另外，学校每年还有最
高4000元的助学金。

“学校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
重要的是教会学生爱。”陈敏介绍，衡
阳师范学院成立了关注贫困基金，确
保家庭困难学生能够顺利入学，同时
鼓励家庭困难学生立志成才，通过建
立奖、助、贷、勤、免、补六位一体资助
体系，让他们能更好地完成学业。

�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王
文隆 通讯员 许雅兰 ）“浏阳河，
弯过了九道湾……” 为期3天的
“醉美浏阳河———黎越常先生国
画展”近日在湖南省画院举办。 展
会推出黎越常精心创作的66幅国
画作品，以“浏阳”为主题，描绘浏
阳美景， 再现浏阳历史， 山水为
主、花鸟为辅，兼工带写。

黎越常， 号月里老人， 1949
年生， 湖南浏阳人。 他是湖南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
授， 其国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
省、 市展览并获奖。

此次画展展出作品《浏阳河
之源》，为黎越常今年新作。 以传
统为根基， 构图高远， 注重运笔
用墨的变化， 刻画出浏阳河源出
重岩、 流穿峭壁， 气韵生动， 意
境深远， 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
力。 另一画作《浏河放筏》，描绘了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 浏阳人锯
木成筏， 将木筏首尾相接运输木
材的场景。 这是黎越常用画笔重
现浏阳历史的创作之一。 经过长
达两个月的回忆、 构思与实地写
生，《浏河放筏》在今年5月得以完
成。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李新春 何顺）今天，祁阳
县肖家镇和平小学综合楼建设工地
上，工人们倒排工期全力施工，确保
综合楼在秋季开学时投入使用。

7月初以来，祁阳县抢抓暑期全

力改善城乡办学条件。 针对城区学
校“太挤”的问题，该县异地新建宝塔
完小、整体搬迁大众完小，预计到9
月初可增加近3000个学位。 面对农
村学校“太弱”的问题，该县投入近
2000万元， 将黎家坪镇一中建成义

务教育标准化学校， 并以此为样板，
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暑假期间，
该县共拆除学校D级危房近1万平方
米，改造农村薄弱学校50多所，建成
完全小学以上合格学校33所、 非完
全小学合格学校44所。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唐世日

在江华瑶族自治县，不管是在农
村，还是城镇，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最
美的环境在校园。

易地搬迁，学校先行。 近3年来，
该县投入14.08亿元实施高寒山区易
地搬迁学校建设、全面改薄等教育“七
大民生工程”。 全县70多所完小以上
学校成为9万多学生的美丽“城堡”。

同时， 该县投入3202万元完成
205个村小（教学点）改扩建，建成了
“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95%以上村
小（教学点）通了网络，农村贫困孩子
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3年前，高寒山区的瑶胞孩子能
进美丽现代化的校园里读书是不敢
想的事。 现在变成了现实。 孩子在学

校有营养餐， 还享受了多种补助，孩
子乐了，家长也安心了。”大圩镇高寒
山区心合村村民赵山明说。走在校园
里，绿树成荫、花草遍地，瑶文化长
廊、文化墙彰显出特色，宽敞明亮的
教室、功能室，处处散发出现代化的
气息。

今年， 该县启动城区建设3年攻
坚，计划3年内总投资12.3亿元，新扩
建11所中小学幼儿园，将为贫困孩子
新增优质学位21225个。

2013年5月，江华启动教师安居
工程。 截至今年6月，全县30所学校
已建成教师公租房、 周转房2000余
套，近2500名教师搬进了新房。

码市镇黄石完全小学是江华最
偏远的农村学校之一， 教师严重不
足，也很难留住优秀教师。“现在我们
学校的教师每月最少津贴也有1560

元， 有突出贡献的教师还有2000元
至8000元的奖励津贴， 所有教师还
能领到10000元的年终绩效评估奖，
大家都安心留下来了。 ”校长韦和永
说。

该县完善了学生资助体系，建立
起了村、校、乡镇、县四级详细入学资
助台账。 2016年，全县共有42735人
次享受了国家政策资助。

在普惠性政策支持的基础上，江
华今年还设立“深度贫困教育助学专
项基金”， 每年县财政单列资金700
万元，重点用于解决就读义务教育阶
段深度贫困家庭子女平安保险费、生
活费和校车费等，实行政府兜底，“零
负担”就学。此外，还设立少数民族义
务教育助学金，对湘江九年制学校等
5所林区寄宿制学校贫困学生的交
通、伙食等进行补助。

祁阳抢抓暑假改善办学条件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通讯员 石
自行 周长江 记者 王文隆)“徐老
师，请问现在可以办理生源地贷款
吗?”近日，家住浏阳市蕉溪乡的高
女士来到该市教育局咨询。 她有两
个女儿，今年大女儿考上了研究生，
小女儿考取了大学。 这本是一件大
喜事，但巨额学费还是让这个低保
家庭一筹莫展。“请放心，我们已经
为你的孩子预申请了生源地贷
款。 ” 浏阳市教育局资助中心徐晨
辉的一句话，让高女士焦虑的心安
定了下来。

近年来，浏阳市教育局积极协
调金融部门，进一步创新工作方法，
完善生源地贷款政策。 该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了给贫困学子开辟绿
色通道，该局进一步简化贷款手续，
明确凡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和获得过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可直
接纳入预申请名单，无需到户籍地
村(居)委会加盖公章，只跑一次就

可以办妥相关手续。
同时，该市进一步提高贷款额

度和延长贷款期限，本专科生、硕士
研究生贷款在原有基础上分别增
加2000元和4000元， 贷款最长期
限由原来的14年延长至20年，还本
宽限期从2年延长至3年，并且宽限
期内只需还利息， 无需还本金。 为
了让申请助学贷款的贫困学生不
走弯路或“回头路”，浏阳市教育局
不仅通过网站、报纸、QQ群、微信群
等常规媒体进行广泛宣传，还对特
定人群进行精准宣传。 多形式、多
渠道的宣传，提高了这一惠民政策
的社会知晓率。

自2012年浏阳正式启动生源
地贷款以来，已累计签订贷款合同
1538份， 发放入学贷款资金1129.3
万元，帮助1000余名寒门学子圆梦
大学。 同时， 浏阳的贷款学生也保
持着良好的诚信记录，多年来无一
例违约现象。

浏阳“生源地贷款”助千名学子圆梦
只跑一次就办妥相关手续

“醉美浏阳河”
黎越常国画展开展

�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徐
典波 通讯员 蒋辰） 湖南理工学院
贫困大学生刘青被学校纳入毕业
生信息库困难对象后，岳阳市劳动
就业服务局近日为她发放800元求
职“礼包”，并联系推荐工作。 如今，
刘青顺利实现就业。

岳阳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
李鹏杰称，岳阳持续向高校学子派
发就业“礼包”。 全市3所高校去年
就业（创业）人数为11113人，占应
届毕业生92%；今年就业（创业）人
数预计达12245人， 占应届毕业生
的97%。

近年来，岳阳市相继推出针对
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礼包”，对毕

业生就业见习工作采取支持政策，
见习补助总额逐年递增， 去年达到
98.1万元； 近两年有1415名高校毕
业生分享了113.2万元创业补贴。今
年， 该市出台高含金量的创新创业
扶持相关办法， 大学生毕业3年内
在该市范围内初次创业， 取得营业
执照正常经营超半年、 带动就业3
人以上，可享受最高每户5000元的
一次性创业补贴； 对于毕业3年内
的高校毕业生进驻创业孵化基地
（创业园、众创空间）创业，1年后仍
能继续经营，按每户每年最高5000
元标准， 给予2年经营场所租金补
贴和开办费补贴， 推动大学生创业
稳步发展。

岳阳向高校学子派发就业“礼包”
超9成毕业生实现就业

� � � �脊柱上带钢板的准大学生，为方便治病和学习致信衡阳师范学院恳请“提
供一张下铺”，院领导登门回应———

“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江华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佘丽莎 邬敏） 产妇
分娩时的脐带组织， 通常被视作
医疗废弃物而扔掉处理。 近日， 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对外宣布， 该院
和高科技公司合作， 对脐带组织
进行回收， 可以从中分离制备出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并长期保存，
未来可用于神经系统疾病、 内分
泌系统疾病、 免疫系统疾病等多
种重大疾病的救治。

如何将脐带组织“变废为宝”，
是干细胞的基础与临床转化研究
领域的重要内容。 据介绍， 每采集
一根产妇脐带， 可分离培养出“干
细胞种子”， 一份送给捐赠人 （产
妇）， 一份用于湘雅医院的干细胞
临床研究和应用。 同时， 采集脐带
的相关数据也将与湘雅医院的健
康数据档案相联通， 将捐赠者的
健康信息进行标准化的收集与管
理， 确保采集的每根脐带数据的
完整性和安全性。

赠送给捐赠人 （产妇） 的“干
细胞种子”， 都将存储在医院的
“生命能源银行”， 在零下196摄氏
度的环境中储存， 免费代存3年。

3年到期后， 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
求， 选择不同的套餐进行付费续
存。 也可根据存储人的实际需求，
将这些“干细胞种子” 制备出针对
不同疾病的干细胞产品， 用于多种
疾病的救治。

湘雅医院产科主任张卫社教
授介绍，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可应用
于产妇产后子宫创伤的恢复， 更年
期的卵巢功能维护。 而对宝宝来
说， 可应用于婴儿时期的发育不良
问题， 少儿期的机体和智力发育问
题， 青春期激素水平调节， 中年期
机体功能调节， 以及老年期的退行
性病变等问题。 另外， 还可应用于
系统性红斑狼疮和溃疡性结肠炎
等免疫系统疾病， 糖尿病足和缺血
性心肌病等缺血性疾病， 帕金森病
和脑卒中等神经系统疾病， 以及II
型糖尿病、 高血压等疾病。

张卫社表示， 孕产妇在湘雅医
院产科分娩即可申请， 这些“干细
胞种子” 并非只有捐赠人 （产妇）
和宝宝受益， 由于其无需配型和低
免疫原性的特点， 脐带间充质干细
胞可实现一人储存多人使用的功
能。

脐带组织“变废为宝”
可以存入“生命能源银行”，用于重大疾病救治

聚焦
德夯苗寨
8月1日， 吉首市矮寨镇

德夯苗寨， 摄影爱好者在抢
拍镜头。 当天，“2017第三届
中国凤凰民俗摄影双年展”
及“走进湘西传统古村落”全
国摄影大赛启动， 众多摄影
家及摄影爱好者汇集于此，
聚焦湘西美景。 姚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