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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微档案】
龙金高，男，1979年8月出生，苗族，一级教

师（中级职称）。1997年4月至今，任花垣县猫儿
乡田湾小学教师， 从教22年。2017年获花垣县
人民政府嘉奖，2018年获花垣县“扎根农村教
育优秀人才”称号。

【故事】
田湾小学面对的是黛绿的月亮山。 月亮

山无声。
龙金高面对的是9个质朴的孩子。孩子们

有情。
一人一校。 一个老师带着5个学前班孩

子、4个一年级学生，像一家人。
龙金高的父亲也是乡村教师，1996年因

教学操劳过度，倒在讲台上，年仅57岁。清贫
的父亲弥留之际，留给他金子般的话：“儿啊，
我们穷山沟里不能没有老师。 你一定要坚持
下去，尽心尽力把山里的孩子教好。以后要靠
他们啊。”18岁的龙金高， 含泪接过了父亲传
递的接力棒，一干就是22年。

田湾小学曾经是一个拥有100多名学生
的学校。2012年开始，生源慢慢萎缩。龙金高
说：“哪怕剩下一个学生， 我也要教下去。”
2017年7月，便血多年的龙金高，利用暑假到
湘雅附三医院看病，被确诊患了直肠癌，动了
手术。医生劝他继续住院治疗，他却带着抗癌
药和造瘘袋回到了田湾小学。9月一开学，就
走上了讲台。 猫儿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校长王
治安劝他休息，身体要紧。龙金高说：“我挺得
住。何况找个人替我，好难啊。”

消瘦的龙金高，竟然有这么犟。
“爱校如命。他把事业当成使命来做。”王

治安说，“这真不是套话。”

6月27日上午，记者来到田湾小学。听说
省城记者采访龙金高，王治安来了，田湾村村
支书石兴国和几个家长来了。

出乎意料的是， 连猫儿乡派出所的民警
龙冲文也赶了过来。望着记者疑惑的眼光，龙
冲文对记者说：“我也是龙老师的学生。”

2001年秋季开学第一天， 准备读三年级
的龙冲文放学回家，爬到柿子树上摘柿子，不
小心掉了下来，摔断了右腿，只好躺在家里。
龙金高便在晚上，赶到龙冲文的家给他补课，
从不间断。龙冲文躺在病床上读完了三年级。
后来，龙冲文顺利读完了小学、中学。2010年
考上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3年后考入猫儿
乡派出所。龙冲文说：“龙老师对我太好了。一
想起这件事，我就激动。”

孩子们的家长，也记得龙金高的好。
石桂英的6岁孙子正在读学前班。 石桂

英说：“原来，我是让孙子读一读，试试看。龙
老师会教书，人也和气。孙子认得好多字，还
蛮懂事，会做点家务。我不打算送孙子到外
面读书了，就在这里读一年级。”在福建打工
的龙志华，妻子在家带小孩。他说：“我的两
个小孩都在龙老师这里读过书。龙老师比我
操心多。” 石兴国说：“龙老师最大的特点，
就是教孩子养成好习惯。学习习惯好，不偷
懒。生活习惯好，不马虎。从小习惯好，一辈
子受益。”

山里孩子听话。采访临近结束，龙金高一
声喊，9个孩子围在旁边， 让记者照了第一张
“全家福”。龙金高说：“这张照片好有意义啊。
我教的孩子越来越少， 我教书的兴致却越来
越高。”

田湾小学有龙金高这样的老师， 孩子们
真是有福。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陈昊
通讯员 文婷婷）6月30日， 中国民族
医药学会土家医药分会在吉首市举行
发布会， 正式颁布《土家医药医疗标
准》（以下简称《标准》），这是土家医药
首次发布团体医疗标准， 标志着我国
土家医药事业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起
点上， 为土家医药执业医师实现国考
奠定了基础。

《标准》涵盖了“热书卡别列证”
（风湿性关节炎）、“泽阿劳”（糖尿病）等

8种土家医常见病种，体现了土家医的
证候特征、辨证分型及特色护理技术，
简明实用，可操作性强，符合医疗法规
和法律要求，具有指导性、普遍性和可
参照性，适用于土家医医疗、教学、科
研和相关管理人员，可作为临床实践、
诊疗规范和质量控制的主要参考文
献。会上还发布了《土家医药常用名词
术语》， 收载名词术语236条， 简洁明
了、通俗易懂、准确实用。

据悉，《标准》 由湘西州民族中医

院（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组织，湘西
州民族医药研究所、 重庆市黔江区中
医院、 湖北民族学院医学部等单位共
同参与起草。 通过土家医药文献整理
研究和临床疗效验证， 并经过了土家
医药标准研究推广基地、 中国民族医
药学会土家医药分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标准化委员会
组成的权威专家的多轮论证， 最终修
改后的文本，于6月由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出版发行。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吕志 马晓东）1927年， 伟人毛泽东深
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村进
行农民运动的考察，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92年过去了， 毛泽东曾
考察过的湖南农村现在怎样了？

7月1日，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
学学院在长沙县杨开慧纪念馆前坪， 举行
“重走毛泽东同志湖南农村考察之路”活动
出发仪式，该学院129名师生党员分成5个
考察队， 将沿着伟人当年的足迹， 分赴湘
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5县，在为期32

天的时间里，进村入户进行深入考察。湖南
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弘为考察队授旗。

据悉，湖南农大此次“重走毛泽东同志
湖南农村考察之路”活动，将大力弘扬追求
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发扬把论文写
在大地上、 把学问做到田间里的科学家精
神，采取文献调查法、实地观察法、访谈调
查法、问卷调查法等多种调研方法，聚焦基
层党建、精准扶贫等内容，精准反映全面深
化农村改革、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状，
为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
全面发展建言献策。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通讯员 向晓玲
张明）近日，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湖南
省经销商联谊会一行，来到湖南泸溪县，捐
赠42万元，用于帮扶该县村级卫生室建设。

据悉，此次捐款将全部用于泸溪县30
个村级卫生室医疗器械的配备， 以改善村
级卫生室硬件条件， 促进基层医疗服务水
平提升，方便群众就近治疗。

自2012年起，贵州茅台集团携手希望工
程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7年来泸溪有71名贫困学子获得资助， 资助
额达35.5万元；2018年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
公司湖南省经销商联谊会开展教育扶贫活
动，资助50名泸溪籍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
高一新生，资助标准为2000元/人/年，每年
10万元，持续资助学子直至高中毕业。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主办
月亮山下的“全家福”
———记花垣县猫儿乡田湾小学教师龙金高

� � � � 6 月 28 日 ，
花垣县猫儿乡田
湾小学， 龙金高
与孩子们合影。

湖南日报记者
何国庆 陈惠芳

摄影报道

湖南农大师生重走“湖南农村考察之路”

《土家医药医疗标准》在湘西州发布
这是土家医药首次发布团体医疗标准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见习记者 邢骁
通讯员 沈梦艳）参观湘绣博物馆，探寻湘
绣前世今生；看艺术展演，体验湘绣作品的
高超技艺……记者今天从长沙市芙蓉区获
悉， 位于该区的我省首个湘绣“产业+消
费” 综合体———960艺术园将于年底开门
迎客。

据悉，该综合体由省湘绣研究所打造，
将以市民喜闻乐见的、 更潮更时尚的方式

传播以湘绣为核心的多种传统文化。 建成
后，该综合体将包含“博物馆+艺术展演+
产业金融+垂直电商+创意办公”等产业聚
融和大师工坊、湘绣婚纱摄影、刺绣服装定
制、本地美食等产业消费的复合业态。

芙蓉区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960艺
术园建成后， 将成为文化创业者的乐园和
文化创意产品的孵化平台，计划引进50至
60家商户。

我省首个湘绣“产业+消费”综合体
年底开门迎客

贵州茅台援助泸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