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周悦伊 何嫘

7月3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渠
阳镇沙堆村哀乐低回，村里男女老少
含泪送别村医谢庭忠。

6月11日晚， 谢庭忠忙完村卫生
室的工作回到家中， 突然晕倒在地，
被医院确诊为突发大脑前动脉瘤破
裂、 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发肺部感染。
经20余天抢救，终因不治离世。

“谢医生细心负责，随叫随到，收
费又不高，很多外地村民也慕名前来
找他看病。”说起谢庭忠，77岁的村民
杨秀海直抹眼泪，“他救过我两次命
哩！”

有一天晚上10时多，杨秀海突然
肚子剧痛。 当时儿子儿媳不在家，情
急之下他打电话给谢庭忠。谢庭忠立
即赶来，给他治疗。还有一次，杨秀海
食物中毒， 幸亏谢庭忠及时对症下
药，才“捡”回一条命。

去年11月，靖州新厂镇和平村村

民老何半夜突然来找谢庭忠看病。因
病情严重，谢庭忠建议他马上去县城
医院就诊。 为了不耽误最佳治疗时
机，谢庭忠跑到邻居家敲门，自己掏
钱让邻居帮忙开车送病人进城看病。
到了医院，谢庭忠又掏钱帮老何办好
住院手续。

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谢庭忠同样
救死扶伤。 谢庭忠妻子马启连回忆，一
天中午，谢庭忠路过村里田边，见一名
男子脑袋朝地倒在秧田里。 来不及细
想，谢庭忠立即上前将其救起，进行人
工呼吸， 并马上把他送至县城医院抢
救。医生检查发现，病人肺部吸入了大
量泥浆， 再晚送一会儿恐怕就没命了。
事后，谢庭忠没有索取任何回报，连病
人的联系方式都没有留。

今年52岁的谢庭忠行医30年，留
下了几十本看诊记录， 上面工工整整
记录着病人的情况。“对于村里乡亲
的身体情况，老谢如数家珍。”马启连
说。 以前乡镇卫生院组织乡村医生旅
游或外出学习，谢庭忠从未参加。谢庭

忠对儿子谢中行说：“我要是出去了，
万一村里有人病了怎么办？”就是亲戚
家办喜事，当天能赶回的他才去。

谢庭忠住院后，乡亲们通过微信
转账、拿现金等方式捐款，希望他能
早点回家。80岁的村民胡正桃卖藠头
换来100元钱，拄着拐杖到谢家，把钱
硬塞给谢庭忠家属。

7月3日谢庭忠出殡，当地村民以
及周边村民、村医等赶来，含泪送行。

他不在了，却还活着。谢庭忠离开
后，遵照他生前意愿，捐出一个肝脏和
两个肾脏， 以救治3名急需接受脏器移
植治疗的重症患者。7月11日，记者从省
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获悉，谢庭忠捐出的
3个脏器成功移植给了3位患者，让他们
的生命得以延续。

医者父母心。 谢中行告诉记者，
谢庭忠生前早有捐献器官的想法，并
嘱托家属务必帮他实现。 马启连说，
老谢是个善良的人， 见不得别人痛
苦，他要求捐献器官，就是想尽最后
一点力帮助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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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12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黄军山 )今天，记者从长沙市
教育局获悉，该局日前发布《关于公
布2018年全市消除大班额建设任务
项目校名单的通知》，公布区县(市)新

建、扩建学校名单。
近年来， 长沙市高度重视消除

“大班额”问题，今年全市消除大班额
建设任务项目校共计60所，增加学位
76480个。随着这些项目的建设完成，

长沙“大班额”压力将进一步大大缓
解。

60所项目校分别是： 市直扩建1
所，芙蓉区新建2所，天心区异地新建
1所、扩建2所，岳麓区新建3所、扩建2

所，开福区新建5所，雨花区新建3所，
高新区新建2所， 长沙县新建9所，望
城区新建5所，浏阳市新建2所、扩建
16所，宁乡市新建1所、扩建4所、改建
2所。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微档案】
高金林， 男，1959年出生，常

德市桃源县黄石镇大谷教学点教
师，坚守大山深处42年，为山里孩
子播种梦想与希望。

【故事】
用自己一亩多田换别人的六

分田。59岁的高金林一点都没犹
豫就答应了。

那是去年9月份的事情。桃源
县黄石镇大谷教学点新校舍落
成， 乡亲们欢天喜地请来歌舞队
热闹了一天。

只有高金林在琢磨着孩子们
喝水的问题。从17岁到59岁，高金
林在桃源县黄石镇大谷教学点工
作了整整42年。青丝变白发，小伙
子变成了快要退休的人。

大谷教学点坐落在大谷村。
大谷村位于桃源与慈利接壤的大
谷尖山上， 海拔近800米，300多
户人家散落在大山深处， 靠一条
弯弯曲曲的山路与外界联系。

高金林是大谷村人， 高中毕
业后就在大谷教学点任民办教
师。1993年， 他自学考上了桃源
师范 ， 成为了一名正式教师 。
2003年， 他又利用业余时间学
习， 获得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颁
发的大学专科文凭。

“他一心一意扑在教育上，从
不在学校搞教学之外的副业。”7
月6日，记者慕名来到大谷村教学
点， 桃源县黄石镇中学校长张金
耀介绍。

高金林为这座山村的教育付
出了自己42年的年华。“1986年
前，我们教学点有4位教师，后来
老师们退休了， 教学点只剩下我
一位教师了， 教村里1到2年级的
学生。”高金林告诉记者。

从1986年到2017年， 整整31
年，高金林一个人坚守在大谷村教
学点老校舍，学生多的时候有40多
人，少的时候只有7到8人。

7月6日， 我们从教学点新校
舍出发，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探

访老校舍。 那是一栋土砖砌成的
平房，岁月风雨的侵蚀，已破败不
堪。校舍对面是三面静谧的青山。

“这么多年一个人守在这个
教学点，没想到过离开吗？”记者
问。“年轻时也曾想过。后来，因为
山上条件艰苦，没人愿意来，我就
一直坚守在这里。 就像沙漠中的
骆驼吧，这里需要人，我就留了下
来。”高金林说。

村民张红军一家祖孙三代都
是高金林的学生。说起高金林，张
红军赞不绝口：“他是一位真正的
好老师。以前他在老校舍教书，从
家到学校要走30多分钟的山路，
无论刮风下雨，他早出晚归，兢兢
业业。 如今经他努力， 有了新校
舍， 我家孙子原本在山下镇子里
读书的，如今转回来上学了。”

为了建新校舍，高金林奔波了
整整3年。“老校舍建于1972年，40
多年的风吹日晒， 安全隐患大，建
新校舍已势在必行。”

高金林的一片痴情打动了上
级部门。2017年9月1日， 一所投
资150万元的现代化小学在大谷
村落成并投入使用， 成为大山里
一道最靓丽的风景。

新校舍落成了。 高金林又为
学生们喝水问题犯了愁。 新校舍
距老校舍2公里远，只能就近重新
挖井解决师生喝水问题。

就近挖井， 需要占用农户的
田，而自家的田距学校较远，怎么
办？学校附近有一家农户的田，地
下水源充足、水质好。高金林于是
登门给农户做工作， 提出将自家
的一亩多田换他家的六分田，给
学校挖井。农户同意了。很快，水
井挖好了， 不仅解决了师生喝水
的问题， 还解决附近村民的喝水
问题。

新校舍落成后， 教学点扩
大到了教1到4年级学生。 村里
在外上学的学生纷纷回流 ，人
数增加到了30多人。 忙不过来
的高金林只好临聘了一位老
师。“我今年59岁了， 马上要退
休了。现在校舍修好了，就是缺
老师。”高金林说。

� � � � 湖南日报7月12日
讯 （记者 熊远帆 ）今
天，由潇湘电影制片厂
拍摄的首部湘绣大电
影《国礼》主题曲《指尖
上的中国》MV在湖南
湘绣城开拍。

《指尖上的中国》
由湖南非遗传承人和
湘绣世家传人曾理作
词， 我国一级演员、著
名军旅歌唱家雅芬演
唱，以全世界最大单幅
刺绣作品《万里长城》
为背景来演绎，该刺绣
作品乃湖南湘绣城专
为该电影创作。该作品
讲述的是上世纪40年
代湖南和平解放前夕，
一个温柔婉约的绣娘，
饱含着对祖国的热爱
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
向往， 用针谱做密码，
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
事。

首部湘绣大电影
《国礼》 讲述了1949年
初夏，毛泽东决定首次

出访苏联，欲送一幅湘绣《斯大林》绣
像作为一号国礼，地下党专员携带秘
密电台和一份特殊使命潜入当时尚
未解放的长沙城，与众人合力突破敌
人防线，顺利完成任务的故事。

据悉，电影《国礼》将于今年9月
15日公映，该片出品人、省文联副主
席、湖南湘绣城集团总经理曾应明介
绍，影片的上映将为湘绣产业带来机
遇。由于唐国强、杜鹃等知名演员的
参演， 影片在湘绣城取景的时段，使
湖南湘绣城游客大增。 电影拍摄期
间， 相关湘绣产品3个月的销售额已
经与2016年全年的销售额持平。湘绣
城的知名度也飞速提升，日本、美国
等地的外商订单均有较大幅度增加。

邵阳新增一所
投资8.8亿元学校

湖南日报7月12日讯 （记者 肖
祖华 通讯员 王琳璐）7月12日，新邵
县品牌民办学校招商项目签约仪式
举行，标志着邵阳又新增一所品牌学
校，将有效化解全市大班额问题。

该学校以新邵东谷实业有限公
司为投资主体，计划投资8.8亿元，学
校选址在新邵湘商产业园雪峰北路
以西、七秀路以北、锦程路以东、滨江
路以南，总用地面积约500亩，按寄
宿制学校标准， 建筑面积20万平方
米。学校建设周期为两年，计划容纳
学生10000人， 设幼儿园、 小学、初
中、普通高中4个层次，并根据发展需
要设立国际部。

长沙新建扩建学校60所
新增学位7600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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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换田，只为让孩子们喝上好水

� � � �高金林和学生们一起阅读古诗词。（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 湖南日报7月12讯 （记者 邹靖
方 通讯员 刘园园 ） 今天上午，我
省今年首封高考录取通知书送达。
湖南省师大附中刘立昊同学被北
京大学录取。 从今天起，2018年高
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大幕正式
拉开。

为更好服务广大考生， 湖南邮

政推出了2018年高考录取通知书
服务升级版：在封装材料上，使用
环保再生纸浆制作个性化封套；投
入新能源汽车， 进行通知书揽投；
高招邮件按照特殊安全需求的邮
件进行操作，所有邮件配备主动客
服，系统实时监控邮件状态 ，异常
邮件自动预警，人工干预；对于采

集、 保存、 管理考生信息的重点环
节工作人员，签订考生信息安全责
任书；考生与家长可关注EMS中国
邮政速递物流官方微信公众号，考
生可通过准考证号或手机号随时
查看录取通知书寄递状态。

考生身份证或准考证是收取录
取通知书的唯一凭证。

他不在了，却还“活”着
———追记靖州乡村医生谢庭忠

今年首封高考录取通知书送达

� � � � 7月12日，
长沙市雨花区
中隆国际御玺
小区， 湖南邮
政 EMS 揽 投
员将北京大学
录取通知书送
到刘立昊同学
（右二）手中。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高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