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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李国斌
通讯员 刘进球

“想第一时间向母校报喜。”4月18日下
午，莫天池被父亲用轮椅推着，回到师大附
中。这个90后大男孩，挤出的每一个文字，都
略显费力。

莫天池是一名脑瘫患者，从小和轮椅相
伴，无法正常握笔，书写速度不及常人三分
之一。前不久，刚拿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
溪分校博士全额奖学金。

“师大附中‘公勤仁勇’的校训，成就了
现在的我。”莫天池灿烂笑靥下，写满自信。

校长谢永红说， 学校要培养素质全面、
个性彰显的学生，要培养具有附中气质的未
来强者。何谓未来强者？就是能够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何谓附中气质？就是
校训中的“公勤仁勇”。

强化责任担当，筑牢立德之本
步入湖南师大附中校门，两方巨石格外

引人注目：一方校训石，上刻“公勤仁勇”4
字，是学校的办学灵魂；一方大器石，刻有

“成民族复兴之大器”8字， 是学校的铮铮誓
言。

立人先立德，树人先树品。
师大附中，前身是惟一学堂，由民主革

命先驱禹之谟为“保种存国”而创办。丰富的

校史资源，融入了教育体系。每年清明祭扫
英烈陵墓，成为学校德育常规活动。

培养社会责任感，是师大附中的立德之本。
从2000年起， 每位学生高一进军营、高

二进农村、高三进企业，“三体验”活动坚持
不辍，实现课程化；寒暑假社区服务、节假日
研究性学习课题研究、 日常的志愿者服务
等，都实现常态化和学分制管理。

“蓝精灵”志愿者服务自上个世纪80年代
起，坚持利用节假日前往孤儿院、敬老院、英烈
模范家庭、 贫困山区等开展活动。30多年来，
这支队伍不断壮大，善行无数，最近的一次街
头爱心义卖活动，参与的学生近2000名。

倡导仁爱美德，净化学生心灵
遏制杂草生长最有效的办法是种上庄

稼， 净化学生心灵最有效的办法是倡导仁
爱。仁爱满怀，则美德自成。

早在2006年，师大附中就在长沙市岳麓
区咸嘉新村创办了一家“雷锋爱心超市”。

12年来，一波又一波青年学子加入爱心
捐助行列，一批又一批爱心物资源源不断补
充到柜架上，帮助不计其数的贫困家庭。

2015年，学校又在学堂坡社区设立第二
家“雷锋爱心超市”。目前，爱心满满的“供货
商”越来越多，两家超市“生意”都十分红火。

2017年10月，高1616班曾子寒同学不幸
罹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消息传来，学校

青年志愿者总队立即行动，与学校文明办联
合发出《为曾子寒同学捐款的倡议书》，短短
10天时间，募集爱心捐款达52万余元。

师大附中倡导的“仁”，除了孝父母、尊
师长、爱同学、友他人等意义外，还包括仁爱
自己、完善自我。

丰富勇的内涵，追求创新卓越
师大附中百年办学历史，写满一个“勇”

字。进入新时代，“勇”的内涵在变，而特质从
未变更。

学生自主创新， 敢于开展学术讲座，勇
于登上国际舞台献艺，乐于攀登科学高峰。

师大附中特设“学达讲坛”平台，鼓励学
生宣讲见解交流思想， 迄今已举办26期。最
近一期讲坛，主题是“我们的秘密，理解多
元，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学生大胆围绕“性
取向”这个敏感话题，展开热烈的学术研讨
与争鸣。

学校民族管弦乐团多次赴英国剑桥大
学、 美国联合国总部和维也纳金色大厅演
出，产生轰动效应。

上个世纪80年代，学校向学科国际奥林匹
克竞赛发起强劲攻势，迄今共摘得国际奥赛金
牌29枚银牌10枚、亚洲奥赛金牌11枚，奖牌总
数居全国第一。附中学子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创
新发明成就，去年，陈晋等同学的12项创新发
明成果喜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文明校园巡礼

湖南日报记者 荆彩 通讯员 王极

� � � � 【名片】
邓权为，1990年出生，现任中国铁路广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电务段信号工。2017年，
在第五届全国铁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夺
得道岔转辙设备项目全能第一名，被授予“全
国技术能手”称号，并获“火车头奖章”。

� � � � 【故事】
4月19日， 在常德火车站往南15公里的

德山火车站，长沙电务段历史上首位“全国
技术能手”邓权为，与同事正在进行安全大
检查，保障列车设备高质量运行。

2008年，邓权为参加工作初期，只要不
上班就窝在宿舍打网络游戏， 不思进取。一
次，邓权为在值班期间处理一起电缆外露问
题时，因业务不精险些酿成不良后果，当时，
年轻气盛的他非但不认为自己错了，反而与
批评他的工长“杠了起来”。

“那时候业务确实不行，被领导批评后
当时并不服气；但过后自己也反思，我也不
能总是这样啊！”邓权为回忆说。之后，他戒
掉网络游戏，开始潜心钻研业务。起初，同事
们都感到惊讶，原来下班后就飞奔回去打游
戏的“网瘾青年”怎么突然走到哪都捧着专
业书和电路图纸？

经过不懈努力和钻研，邓权为从“业务

学渣”变为业务骨干。
2015年， 恰逢石长铁路复线改造施工。

邓权为觉得施工期间是精修业务的好时机，
一门心思扑在施工现场。除了完成正常的工
作任务，他总是向施工单位主动请缨帮忙做
一些额外的工作。

“已经忙了一天了还求‘加班’， 不累
么？”

“当时就觉得机会难得，太想提升业务
水平了，累也累，但热情也很高。”邓权为笑
说。

“小伙子很‘贼’，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
赖着厂家技术人员请教。” 长沙电务段常德
信号车间党支部书记王刚告诉记者。

当年9月， 德山火车站半自动闭塞改造
施工。邓权为被委以重任，独自一人负责德
山站室内组合架配线工作， 并限时一周完
成。

“电缆配线容不得半点马虎，一旦配错，
将会造成信号显示、联锁关系错乱，后果不
堪设想。”邓权为向记者介绍。

那段时间，他白天要顶着40摄氏度以上
的高温作业，晚上还要忍着蚊虫的叮咬。

2016年10月，德山站区间1043信号机绿
灯灯丝多次出现报警， 车间安排工程师徐峰
琴进行处理，但始终没能找到报警原因。在大
家围绕1043信号机进行反复排查时， 邓权为
通过监控机回放查看和分析， 将注意力放在
1043信号机相邻区段的另一个信号机， 并查
阅图纸和对照信号机使用状态， 确定为厂家
数据错误，造成报警点与实际不符。随后，车
间派工程师前往处理，信号机报警消除。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7月，邓权为夺得
广铁集团职业技能比武全能第一名。 三个月
后，他又代表广铁集团参加第五届全国铁道行
业职业技能大赛，在高手云集的赛场上脱颖而
出， 一举夺得道岔转辙设备项目全能第一名，
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并获“火车头奖
章”，在全国铁路系统引起不小轰动。

在荣誉面前，邓权为始终保持着清醒头
脑。在他看来，确保信号设备稳定，保障列车
安全畅通，才是他最大的荣誉。

清明假期， 邓权为主动申请和家在异地
的同事调班，为同事回老家扫墓创造条件。他
是90后，他也是大国工匠，从“网瘾青年”，到
专业能手，邓权为用行动诠释了专业和担当。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梁成文

娄底市一名叫彭红全的中学美术教
师，对王憨山画作非常喜爱，可以说是一个
“憨痴”。后来，他却动起了歪脑筋，以营利
为目的出售假冒王憨山署名的画作， 情节
特别严重，涉案逾千万元。近日，双峰县人
民检察院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对彭红全提
起公诉。4月17日， 双峰县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此案。

出生于1969年的彭红全是娄底市某中
学一名美术教师， 他于1999年开始收购、出
售王憨山的画作，以低价从金某等人处收购
假冒王憨山署名的画作出售。

2000年王憨山去世后，热爱其画作的人
于2005年成立“王憨山艺术研究会”。2006
年，彭红全加入该研究会。2010年上半年，彭
红全找到王憨山家人，称其收藏有大量王憨
山作品，可以免费为王憨山出画集。王憨山
的妻子谢继韫、儿子王雪樵等人书面授权同
意彭红全为王憨山出画集。

2010年下半年，彭红全为王憨山所出画
集在校刊时，研究会成员曾颂军、李舜平、聂
旭东等人发现彭红全提供的画集图片大部
分不是王憨山的真迹，于是要求彭红全将要
出版的画集原作拿出来查验。

2010年9月， 研究会对彭红全提供的
100幅左右王憨山画作进行查验， 部分成员
当场指出彭红全所持有的准备出版王憨山
画集的作品大部分是伪作。王憨山的家人获
知此消息后，要求收回授权书，未果，于是出
具声明不再授权彭红全出画集，彭红全则要
求曾颂军将已经录入电脑的准备出画集的
资料全部删除。2010年10月， 研究会发表声
明，将彭红全从研究会除名。

2012年12月，彭红全与“湖南逸点空间
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签订协议，全权由该公
司的“逸画廊”代理销售其持有的署名王憨
山的画作。至2013年7月，彭红全持有的署名
王憨山的画作在“逸画廊”销售。其中，2013
年1月20日以3.5万元的价格销售给舒某一
幅署名王憨山的《鸡虫得失无了时》 画作。
2014年1月，“逸画廊”以每平尺2.5万元的价

格又卖掉了一幅。“逸画廊”先后共卖出7幅。
2014年1月， 双峰县公安局以涉嫌诈骗

罪对彭红全予以刑事拘留。 案发后，“逸画
廊” 剩余的4幅署名王憨山的画作被双峰县
公安局扣押。

2014年1月7日，双峰县公安局在彭红全
家扣押署名王憨山的画作17幅和册页2本。2
月8日， 双峰县公安局在娄底市工商银行保
险柜内扣押彭红全持有的署名王憨山的画
作85幅。

经鉴定，上述公安机关扣押的彭红全持
有的署名王憨山的100多幅画作和2本册页
上的字迹，与侦查机关提取的王憨山作品上
的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王憨山印”的印文
与侦查机关提取的王憨山的印文不是同一
印章所盖。 上述100多幅署名王憨山的书画
作品和2本册页均不是王憨山真迹； 上述画
作和册页按王憨山真迹作品的市场价格为
11309110元。

王憨山系我国著名写意花鸟画大师，湖
南双峰人，中国故宫博物院收藏在世画家作
品第一人。2000年，王憨山去世前后，故宫博
物院、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等顶级美
术机构先后举办过王憨山画展， 收藏其作
品，出版其画集。随着王憨山作品的市场价
格逐年攀升，从最初的数千元一幅，涨到现
在每平尺数万元不等，市场上的赝品逐年递
增。

“我丈夫的艺术道路曲折坎坷，他常常通
宵达旦作画，曾说过板凳要坐十年冷，也曾发
誓要用掉一千担洗笔水。”谈及此案，今年86

岁的王憨山遗孀谢
继韫声泪俱下。她
和出庭的家人表
示， 将与制假贩假
展假王憨山画作的
人斗争到底。

目前，庭审仍
在进行中。

� � �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记者 李国斌 王晗
通讯员 肖强）今天，长沙公安交警部门发布
《一季度长沙市城区交通运行研判报告》。今
年一季度， 长沙城区交通通行状况比去年同
期实现好转，以3月份为例，长沙市各区早高
峰的拥堵指数均实现6%以上的降幅。

据高德地图联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
院等权威数据机构发布的《2018Q1中国主
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相比去年，今年一季
度长沙拥堵排名下降12位， 列全国第38位。
报告显示，长沙今年一季度高峰拥堵延时指
数1.723， 即高峰出行时间是畅通状态下的
1.723倍， 高峰平均行车速度24.63公里/小
时， 而长沙2017年高峰拥堵延时指数是

1.798，高峰平均行车速度23.9公里/小时。
梳理近3年来的高德地图主要城市拥堵

指数排名， 长沙的排名不断下降，2016年列
全国第12位，2017年列全国第26位， 而今年
一季度列全国第38位，意味着长沙交通拥堵
状况在持续缓解。

据了解，2017年底长沙市公安局大联合
交管中心建成完善了道路运行分析系统。今
年起，大联合交管中心每月对高德平台拥堵
排名前100名的路段与道路运行分析系统相
关路段数据进行比对，对其早高峰、晚高峰、
平峰交通状况和交通运行参数进行分析。分
析结果及时推送到一线大队和辖区中队，综
合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管理措施。

� � � �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
讯员 邹雨蒙 尹萍） 一名研究生意外失踪
后，岳阳警方顺藤摸瓜，查出连环传销案，成
功捣毁一个涉黑“传销窝”。今天，岳阳市公
安局岳阳楼分局发布消息称，经过半年多侦
查，抓获该团伙犯罪嫌疑人21名，打响了岳
阳中心城区扫黑除恶第一枪。

去年10月10日，岳阳市公安局岳阳楼分
局接到湖北省某大学研究生陈某家属报警
称，陈某7天前到岳阳后，一直失联未归。岳
阳楼分局责令刑警大队成立专案组侦破案
件。通过与家属沟通，专案组得知陈某的支
付宝购买了一批物品，物品将于10月10日到
达岳阳，分析为传销人员所为。专案组迅速
与快递公司取得联系， 制定了抓捕计划。当
日下午，在快递员配合下，专案组在岳阳市
某医院大门口当场抓获嫌犯侯某。 通过审

讯，侯某交代了岳阳楼区海棠社区一私房内
有一处传销窝点。专案组迅速组织力量将该
窝点内受害人陈某等人解救， 将涉嫌抢劫、
非法拘禁的8名涉案人员控制。

之后几天，专案组又连续接到多名家属
报案，称孩子失踪了。岳阳警方侦查发现，有
一个团伙在岳阳设立了多个非法拘禁窝点，
关押了不少被骗学生， 还涉及系列抢劫、敲
诈勒索等涉黑、涉恶犯罪案件。经过缜密侦
查， 岳阳警方锁定该团伙主犯王某等人。今
年1月8日，首犯王某来到岳阳并召集其团伙
成员吴某、李某等人，在某酒店密会。专案组
决定提前收网，一举将王某等3人抓获。

岳阳警方趁势扩大战果， 截至目前，成
功打掉该团伙盘踞在岳阳的6个非法拘禁窝
点，依法逮捕涉案人员16人，一举破获刑事
案件20起，解救受害人员30余人。

立德树人成大器
———记全国文明校园湖南师大附中

邓权为：

从“网瘾青年”到专业能手

长沙交通拥堵状况持续缓解
一季度长沙拥堵指数列全国第38位，在全国排名不断下降

扫黑除恶进行时

岳阳警方捣毁一个涉黑“传销窝”
依法逮捕16名涉案人员，破获刑事案件20起

� � � �邓权为 通讯员 摄

法制故事

出售假冒王憨山署名画作
涉案逾千万元

娄底美术教师彭红全受审

快乐奔跑
4月20日， 长沙市

天心区九峰苑社区公
园，孩子们在公园里欢
乐奔跑。 当天，省政府
机关幼儿园与天心区
桂花坪街道九峰苑社
区联合开展了“碧水蓝
天 快乐奔跑”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吴朵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