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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2019年7月15日， 是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2016届毕业生吴思“回到”母校的第9天。

这位刚满25岁的花样女孩，在与子宫癌坚
强抗击9个多月后， 在7月5日下午离开了她挚
爱的人世间。根据她生前立下的遗嘱，她的遗体
捐献给母校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以这样令人
悲伤又暖心的方式，在7月6日“回到”了她生前
热爱的母校。

“吴思，无私！”在采访过程中，她的亲人、同
学、 老师都用这句话向记者描摹出这个女孩对
医学事业的热爱、对人世间的热情。

“她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留在
人世间，我很欣慰”

吴思并不是在生病后才萌发捐献遗体的念
头的。

在大二上第一节医学解剖课时，老师给吴
思和同学们介绍目前可用于医学解剖的遗体来
源非常匮乏时，吴思就已经动了这个念头。“她
当时很认真地跟我们讨论，说自己作为医学生，
要突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毁’的传统
观念，死后要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吴思的
同学小黄回忆说。

动了这个念头的吴思，将想法写在日记里，
并一步步实行着自己的计划。2015年， 她登记
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2016年，她
登录器官捐献官网递交器官捐献申请。

2018年9月，吴思因腹痛难忍入院检查，被确
诊得了恶性程度很高、 极易转移复发的子宫未分
化肉瘤。在湘雅三医院经过外科手术、化疗、靶向

治疗后，吴思病情有所好转，其后又急剧恶化。
2018年12月4日， 吴思在妈妈吴菊蓉的陪

同下来到湘雅三医院复查。复查后，吴思让妈妈
先回家， 说自己还有点事情要办。 两个多小时
后，吴思带回来一叠表格。

那是一叠遗体捐献申请表格。“看到那些表
格，我的眼泪扑簌往下掉。我从没想过她处于治
病的关键时期， 想的却是遗体捐献这件事。”吴
菊蓉回忆起往事，数度哽咽。

今年3月中旬，吴思回到家乡陕西汉中保守
治疗。由于病情不断恶化，吴思持续发烧、咳嗽、
呕吐，病痛折磨得她甚至整夜睡不着觉。然而，
她心所念想的依然是遗体捐献这件事。

6月29日，已经说不出话来的吴思，用手机
短信给妈妈吴菊蓉发过来一条遗嘱， 其中第一
条就是遗体处理：“遗体用长途殡仪车， 送长沙
捐赠湘雅医学院。”

弥留之际，吴思叮嘱妈妈，如果自己昏死过
去，千万不要送ICU病房，千万不要进行抢救性
治疗。“我知道女儿是想让自己的遗体尽可能完
整地回到母校。” 看到妈妈吴菊蓉拼命点头答
应，吴思才握着妈妈的手安然睡去。

这一睡，吴思再也没有醒来。吴菊蓉忍着悲
痛， 联系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医学形态学实
验中心主任潘爱华。 来回奔波2100公里，7月6
日晚，吴思被接回了“家”。她的两只眼角膜分别
捐给湖南两位少年，帮助他们重获光明。

“她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留在人世间，我很欣
慰。” 吴菊蓉说。

“作为湘雅人，很心痛，又很骄傲”
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每一位师生都被

吴思的大爱深深感动。
“没想到这么瘦瘦小小的一个女孩子，能作

出这么伟大的决定。”吴思生前就读的中南大学
湘雅医学院检验系主任徐克前回忆说， 吴思在
校学习期间品学兼优，对医学事业非常热情，每
次做实验都格外认真。“我想， 吴思应该不只是
爱着医学、爱着湘雅，更是爱着这个社会、这个
世界， 所以她才会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遗体捐
献给母校。”

“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作为湘雅人，很心痛，
又很骄傲。愿所有湘雅人，为人类健康作出更大
贡献。” 国家级教学名师、湘雅医学院人体解剖
学罗学港教授说。

湘雅医学院常务副院长夏昆说， 遗体
捐献是在生命谢幕以后， 一个人以另一种
形式获得新生。 吴思同学怀着大爱走过了
她短暂而精彩的人生， 但是她热爱医学事
业、 为医学事业献身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
湘雅学子、 全体湘雅人以及所有医务工作
者。

“我没想到她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到’母校。
震惊之余，我们更多的是钦佩。”吴思的同学舒
杰说，吴思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在大一的时候
吴思就经常参加爱心公益活动， 多次去病房为
患者提供爱心服务，去孤儿院、敬老院给孩子老
人们送去温暖。

吴思还特别喜欢绘画、做手工、摄影。“她是
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面对病魔，她也特别坚
强。”舒杰说，吴思生病期间他多次前去看望，每
次吴思都很乐观。朋友圈里，吴思对病情描写得
云淡风轻；几张自拍照，也都精心化过妆，露着
浅浅的笑容。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余蓉）
今天，记者从湖南省教育厅获悉，湖南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湖南
省教育厅近日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完
善民办学历教育收费管理的通知》，将对
民办教育收费实行分类管理， 其中公办
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以下简称“公
参民办学校”）， 其学历教育学费实行政
府指导价审批。这也意味着，以后这类学
校自行调高学费的做法行不通了。

《通知》指出，公参民办学校学历教育
学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审批，服务性收费和
代收费由学校据实收取（不以盈利为目
的），报同级发改部门备案后执行。其中独
立学院学历教育学费标准由省级发改、财
政、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其他公参民办学校
学历教育学费标准，由其注册登记的市或
县级发改、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在收费项目上， 公参民办学校可以
向学生收取学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原则上与公办
学校一致。 制定公参民办学校学费标准
时，应当以办学成本为依据，综合考虑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家长承受能
力、财政补助水平、学校可持续发展等因
素确定。 同时依法履行定价成本监审或
成本调查，听取社会意见，合法性审查，

集体审议， 作出价格决定并及时向社会
公告等程序。

其他民办学校教育收费实行市场调
节价,按照发改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综
合考虑办学成本、 市场需求等因素学校
自主确定收费标准。 调整收费标准时应
充分征求学生及家长意见，并提前60天
向学生及家长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学生在校期间的收费分学期或学年
缴纳，中小学不得跨学期收费，独立学院
不得跨学年收费。 民办中小学校需在开
学时一次性收取所有费用。 服务性收费
和代收费应遵循“学生自愿， 据实收取
（不以盈利为目的）， 及时结算， 定期公
布”的原则。学生入学后因故退学、转学
或请假的， 除已终结商品买卖和劳务服
务关系的代收费项目外， 其他收费由学
校实行按月退费（学年按10个月计算）。

新的收费要求从2019年秋季开学
起执行，有效期5年。在此之前，发改、教
育行政部门已经制定2019年秋季学费
标准的公参民办中小学校， 应严格执行
该学费标准。发改、教育行政部门暂未制
定的， 暂按公参民办中小学校自行制定
并对外发布的学费标准收取， 待两部门
制定学费标准后， 学校自定标准如有超
出，冲减2020年春季学费。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记者 张颐佳）今天，
长沙市开福区召开苏托垸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
建设开工动员会。会议透露，这项投资2.47亿元
的重大民生工程将于今年12月全线通水，项目

竣工后将惠及城北67万多群众。
苏托垸污水处理配套管网项目北起青竹湖

大道，南至捞刀河，由金竹河纳污干管和苏垸路
纳污干管组成，全长13.37公里，是改善河流水

质、惠及千家万户的重大环保项目，被中央环保
督察组列为督办重点工程。

开福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拥兵介绍，该项目今年4
月启动以来，已经过勘测、规划、征拆等前期阶段，
现各标段建设全面铺开， 计划在今年12月15日
前全线完工。 苏托垸污水处理项目一期工程纳污
范围109.97平方公里，惠及人口67.67万，项目建成后
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长沙北片区城市污水排放、
收集和处理系统，提高捞刀河和湘江流域水质。

民办教育收费将实行分类管理
公参民办学校收费须经政府审批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记者 奉永成）
今天，省消委针对夏季消费特点，发布今
年第3号消费提示。提示消费者在聚餐、旅
游、游泳、选择培训机构时，注意选择正规
商家，签订详细合同，保留消费凭证等。

夏季气温高、湿气重，是肠道疾病等
各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省消委提醒，购
买食物和聚餐时， 要选择合法经营的商
家和餐厅，并注意查看食品标签标识。

夏季也是旅游旺季。省消委提醒，应
选择具备合法资质、信誉度高的旅行社，
做到货比三家；签订规范的旅游合同，在
合同中详细约定交通工具、住宿标准、餐
饮规格、游览景点、是否有自费项目、是
否有购物店消费等行程安排以及争议解
决方式等内容。

游泳是很多人喜爱的消暑方式。省消
委提醒，应选择水质清洁、水深适宜、并配

备有专门救生员的游泳场所；购买游泳卡
时，要事先签订规范合同，详细约定双方
的权利和义务，以免发生消费纠纷。

不少家长会在暑期给孩子报名参加
各类培训班。省消委提醒，报名前，要充分
了解培训机构是否具备办学资质，信誉是
否良好，教学方式、师资力量等是否符合
要求， 并与培训机构签订规范的合同，详
细约定课程设置、收费标准、培训内容、退
费方式等条款，尤其是培训机构的广告承
诺或口头承诺要写入合同当中。

“要养成索要消费凭证的习惯，注意
保存发票、服务单据等有效消费凭证以及
合同文本，以此作为后续维权的证据。”省
消委相关负责人说， 一旦发生消费纠纷，
可先行与经营者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
可向各级市场监管等有关行政部门和消
费者委员会投诉。

省消委发布今年第3号消费提示

夏季消费要注意这些事项
在聚餐、旅游、游泳、选择培训机构时，注意

选择正规商家，签订详细合同，保留消费凭证

苏托垸污水处理管网年底全线完工

惠及长沙城北67万多群众

花样女孩不幸病逝，遗体根据生前立下的遗嘱捐献给医学事业———

吴思“回到”母校

苗寨晨雾
入画来
7月14日清晨， 保靖县

吕洞山镇夯吉村，美丽的夯
吉苗寨笼罩在晨雾中，呈现
出一幅美丽乡村画卷。

张术杰 摄

1.《半条被子》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编 曾散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湖南汝城是红军长征后第一次大规模集中

休整地， 在汝城沙洲村发生了体现军民鱼水深
情的“半条被子”的故事。以“半条被子”的故事
为切入口，整合汝城的长征故事和革命故事，以
及新时代沙洲村脱贫致富的故事， 向读者传达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展示中国
共产党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

2.《中非经贸合作案例方案集》
第一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组委会秘书处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中非经贸合作案例方案集》有中、英、法3

个语种版本。围绕中非合作“八大行动”中经贸
相关领域，精选中非经贸合作中基础建设、产业
园区、农业、工业等各领域内的优秀项目、合作
方案， 充分展现中非经贸合作的巨大成就和宽
广前景， 通过生动的案例展示和精辟的案例分
析， 为广大关注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志之士
提供经贸合作的范本和指南。

3.《大国新征程》
张占斌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

出版
从理论新建树、发展新目标、矛盾新变化、

历史使命等方面通俗阐释作为世界大国的中
国， 如何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生动展示中国的大国形象和中
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情怀，饱含不负使命的决
心”。

4.《先声》
杨丰美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本书客观、生动地还原了新民学会成立、发

展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真切、深情地回顾了
毛泽东、 蔡和森等新民学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的成长历程，展现了敢为人先、不怕牺牲，乐于
奉献、敢于担当的新民学会精神，具有重要的历
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5.《两院院士忆高考———77级、78级大学生
的高考故事》

周绪红主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
出版

本书收录了1977年、1978年参加高考，1978
年进入大学学习的51位院士当年参加高考以及
大学学习生活的故事，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
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巨大进步。
院士们的高考故事、求学经历、生活感悟真切地
体现了他们奋发向上、为国拼搏的精神和情怀。

6.《初心百年恰风华》
夏 远 生 著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2019年 5

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

年恰是风华正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外记者时掷地有声的宣
示。该书回溯我们党的百年历史，以真实生动的
故事反映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
心、肩负光荣历史使命、奋斗不息的感人事迹和
崇高精神。

7.《蝉鸣和少年》
赵丽宏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1

月出版
本书主要收录了赵丽宏个人成长回忆和家

庭亲情感悟，是作家的原始记忆和情感皈依。以
“野菜、 蝉和鳜鱼”“记忆中的南京路”“童年笨
事”等作品为代表，展现了他用生活的原色和人

文之美，以平和的笔触和浓郁的抒情，铺陈出一
串串晶莹的瞬间，款款铭刻于心。

8.《〈三体〉中的物理学》
李淼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5月

出版
作者以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为起点，

介绍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宇宙
学知识。《三体》涉及的种种科学问题，你都可以
在这本书中找到权威的答案， 从而深入地领略
《三体》的意趣；如果你还没有读过《三体》，这本
书也会带你进入一个奇异的新世界， 让你充分
感受科学的魅力， 惊叹物理学为人类提供的可
能性。

9.《小飞机，欧洲行》
毕 淑 敏 著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2019年 5

月出版
一个由作家、诗人、建筑学家、教育家、企业

家组成的特别队伍一路西行， 既流连于瑞士歌
德大殿、 法国国宝女作家科莱特故居等饱含文
化气息的场所， 也停步于法国乡间农场和威尔
士路边披萨店等充满烟火日常的场景， 不在意
那些熟知的喧闹景点，而是放慢步子，把自己还
给内心。

10.《乔治的宇宙（6册）》
[英]露西·霍金 史蒂芬·霍金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这是一套科普故事读物，由史蒂芬·霍金与

女儿露西·霍金共同创作的少年科学探险故事，
主要讲述乔治与安妮在超级电脑Cosmos的帮
助下，进行太空探险的故事。书中还包括了一些
有关时间旅行以及大爆炸的科学知识， 以及一
些世界级科学家讲述的科学理论。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王德和 彭书
根 陈光华）为推动曾国藩故居文化旅游
的发展，7月14日，双峰县在曾国藩出生
地荷叶镇天坪村白玉堂前举办原创民族
歌曲《侬家就在白玉堂》首发仪式。此歌
由原籍曾国藩故里的文化工作者葛军和
龙宗红共同作词， 著名音乐人小李探花
作曲，双峰籍歌手龚铃铃演唱。

“高嵋山下是侬家， 岁岁年年斗物
华。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最是
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道光十
五年岁末，久别家乡的曾国藩翘首家乡，
遥想高堂， 写下了一首充满浓浓乡愁的
《高嵋山下是侬家》。

词曲作者将现代家国情怀融入到曾
国藩这首隽永悠长的思乡小调之中，再
由龚铃铃充满双峰风味的倾情演唱，激
起观众和游客的强烈共鸣， 为推动曾国
藩故居旅游业的发展添柴加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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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

留守儿童在我省已不少见。 你或许
见过这样的孩子： 见到陌生人怯怯地不
敢说话，平时也少言寡语；对周围的人很
敌对，面对监护人、亲友、教师的管教和
批评很逆反，甚至有暴力的倾向；对未来
很茫然，沉迷于网络，甚至逃学、辍学，过
早地流入社会……

由于过早地与父母长期分开，家庭的
监督、教育、交流、引导等功能缺失，加之
周边环境的不稳定性，使他们缺乏安全感
和归属感， 久而久之变得不愿与人交流。
长期的沉默寡言、焦虑紧张，极易使这些
孩子形成不良心理问题和行为偏差。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在于亲情缺位
导致的情感表达障碍。学校是农村留守孩
子的第二个家，学校是对留守儿童进行教
育的主阵地，教师是解决留守儿童心理问
题的关键人。面对这些孩子，学校和老师
可以做这些事情：

一是弥补“亲情”，成为留守儿童情
感表达的对象。

学校、 教师可以通过家访及时了解
他们的家庭情况及学生的心理需求。教
师要主动成为学生情感沟通的对象，让
学生可以把老师当作父母， 来心贴心地
交流。学校要创造良好的氛围，让学生与
学生之间友爱相处。

在交流过程中， 老师要注重保护学
生的隐私，维护他们的自尊心。比如可以
通过“知心信箱”的形式，鼓励学生书面
表达情感，及时发现潜在安全隐患，有效
预防意外伤害。

对于留守儿童，教师不仅要从关爱、
理解出发， 更要多一份赏识与鼓励。“你
会自己照顾自己了，你真棒！”“你比昨天
进步了，上课更认真了，老师相信你会做
得更好。”……这些话不仅要常说，还要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久而久之，留守儿
童会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开朗，越来
越乐观。

二是引导“亲情”，搭建留守儿童情
感表达的平台。

留守儿童最需要的是良好的亲情沟
通。对那些亲子关系紧张的孩子，学校要
把“亲情教育”作为切入点，化解与亲人
的沟通冲突，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比如
可以设立“亲子热线”，将孩子的活动情
况和学习状态实时向家长反馈， 也可以
利用主题班会， 将父母的生存工作状况
展示给学生，让孩子理解父母的艰辛。

另外，学校也应加强对家长的教育，督
促家长每学期对子女进行一定次数地探
望，参与学校组织的亲子活动，实在有困难
的也要做到每天与孩子视频或电话交流。

三是体验“亲情”，激发留守儿童情
感表达的活力。

学校可以创设丰富的情感体验课
程，比如可以开展“我爱爸爸妈妈”的主
题班会活动，给孩子们一个倾诉机会；可
以开展野外拓展活动， 让孩子们把身心
融入大自然中，体验快乐美好，忘了孤单
寂寞。

还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调
查， 了解留守儿童与父母产生争执和分
歧的具体原因，并用角色扮演或微博、周
记等形式发表看法。 这样可以增强孩子
的认知能力、沟通表达能力，确立正确的
人生观。

为留守儿童寻求心灵依托
长沙高新区金桥小学校长 赵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