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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微档案】
徐晓丽，女，1973年8月生，中学高级

教师。从事农村义务教育26年。现任汉寿
县坡头镇鸭子港中学教师。曾获“汉寿县
首届魅力教师 ”“汉寿县十佳师德标兵 ”
“常德市优秀教师”“湖南汀汀教师奖”等
荣誉称号。

【故事】
我们常常用“爱莫能助”来形容一个

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 一个人到底
有多大的能力，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今
年46岁、 驻守偏远乡村学校26年的徐晓
丽，用16年“妈妈老师”的身份告诉我们：
爱有多深，能力就有多大。

从2003年起，徐晓丽将一家三口、50
多平方米的狭窄住房， 腾出一间给班上
需要特殊关爱的学生， 让他们一起吃、
住，并陪伴他们学习。16年来，先后有33
名学生住在她家里， 短时半年， 长则3
年。这些孤儿、留守儿童、残疾学生，得
到徐晓丽母亲般的照顾；不论长、短假
期和双休日，徐晓丽都主动给那些特殊
家庭的孩子或潜能生无偿辅导学习，并
提供午餐和零食，从不接受家长的任何
报酬。

徐晓丽宅心仁厚。 她的丈夫和儿子
也富有爱心。这些年来，一到大热天，一
碰到住宿的女孩子多， 丈夫就睡到教室
里。 儿子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 正在考

研，回到家里“歇不落”，就住到爷爷奶奶
那里。

一家人，一家亲。鸭子港的人，一说
起徐晓丽，没有一个不夸奖的。

7月24日，记者慕名来到汉寿县坡头
镇鸭子港中学，走进徐晓丽的那间“爱心
屋”。两室一厅，房子确实不大。两间卧室
里，摆两张床，就挤得满满的。鸭子港中
学三面环水， 徐晓丽住的这栋楼俨然成
了“江景房”。33名学生把这里当成了温
馨的家。

鸭子港中学校长肖常军用4个字评
价徐晓丽：“用情，用心。”肖常军还透露
了一个秘密：有段时间，看见徐晓丽家里
的学生进进出出，从不间断，以为是徐晓
丽在搞“有偿家教”。一调查，完全是免费
服务，包住、包吃、包教。天底下真有这样
的好事，天底下真有这样的好人。

徐晓丽图什么呢？ 图的就是让特殊
家庭的孩子有书读，读好书。她的“爱心
屋”，来的不光是本校的学生。外校的，外
地的，亲戚朋友介绍的，一到假期，就一

个一个登门求教。 大家都知道徐晓丽仁
慈心善，学问好，又不收一分钱，还时不
时管饭。

记者注意到客厅里有一个纸箱子。
一问，是一箱子的教案。一个学期12本。
每一本，写得工工整整，像字帖。如此敬
业，教出来的学生也强。2016年她教初一
的46个学生，2019年全部初三毕业，没有
一个掉队。

当天，双双考上汉寿一中的潘亦佳
和余诗琪，结伴看望徐晓丽，看一看住
过的“家”。徐晓丽将晒干了的运动鞋，
递给了她们。她们清楚地记得一年前的
事。2018年5月至6月，徐晓丽声带破损，
发不出一点声音，医生建议休息3个月。
徐晓丽不肯休息， 用手势和板书上课。
后来，该班生物考试名列全县乡镇中学
第二名。 在语文老师布置的每周一文
《无声的课堂》中，有学生写道：“想不到
无声的课堂，效果这么好，真是服了徐
老师。”

记者准备离开校园， 大门外开进一
辆电动三轮车。81岁的爷爷开车送孙女
陈敏来看徐晓丽。陈敏长得秀秀气气，也
是刚刚考上汉寿一中。陈敏出生的时候，
父母就离异了，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2016年9月， 陈敏读初一不到一个星期，
奶奶病逝。征得陈敏的爷爷同意，徐晓丽
把陈敏接到家里住，一住就是3年。陈敏
从沉默寡言的孩子变成了“阳光女孩”。
爷爷开心地说：“真是搭帮徐老师啊。孙
女有出息了，我高兴呢。”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主办
好一个温馨的“家”
———记汉寿县坡头镇鸭子港中学教师徐晓丽

与读书约定的梦想也会闪光

向民志获评全国“十大读书人物”

倡导膝关节治疗新理念

首个“全国保膝日”
举行大型义诊活动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石荣 ）

7月29日是首个“全国保膝日”，在中国老年学会和老年医
学学会老年骨科分会保膝学组的推动下，全国有近150家
医院举行了“保膝日———保护膝关节全国义诊”活动，共
同倡导膝关节阶梯治疗理念。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是湖
南地区两家参与义诊的医院之一。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由于膝关节面的软骨受到磨损， 而造成膝关节疼痛、肿
胀、无力、内外翻畸形、活动受到限制等症状，其致残率高
达53%。有研究显示，我国40岁以上人群中，每10个人就
有1-2个人患有膝关节骨性关节炎；60岁以上人群中，每
10个人中就有5人患有此病。而且近年来，随着社会人口
老龄化，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呈现逐渐上涨趋势，
且年轻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骨关节运动医学科主任李宝军
介绍，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阶梯治疗是指根据患者的关
节炎轻重、年龄、活动量以及关节炎的种类，进行针对性
的治疗，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药物治疗、保膝治疗、单髁
置换、全膝置换等。他认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在发展到
晚期重度全关节破坏以前，大多数患者都会经历“病变局
限于内侧”的阶段。针对此类患者，目前临床研究表明，

“保膝”治疗可以取得良好的疗效。“保膝”治疗可保留患
者自身的关节，通过微创的胫骨高位截骨术，调整下肢力
线，从而有效缓解膝关节疼痛，恢复关节功能，让患者重
返工作和运动场。

7月24日，徐晓丽为登门请教的学生释疑解惑。
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周科际 ）29日， 由中国高等院
校市场学研究会主办、中南大学商学院
承办的“2019年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
研究会学术年会” 在长沙落幕。 来自
230所大学的600多位国内外市场营销

学者围绕“新市场·新技术·新营销”主
题，共同探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AI）等新技术给市场与营销带来的机会
与挑战。

据悉， 中国高等院校市场学研究会
1984年在长沙成立。此次年会上，中国工

程院陈晓红院士做了“如何以科技创新
引领智慧营销”的主题演讲，香港中文大
学贾建民教授等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分
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年会举行了博士生论坛并发布了
《2019中国高校市场营销学博士生就业

情况白皮书》， 会议还设立了移动营销、
大数据营销、品牌管理、绿色消费与绿色
营销、农产品营销和主编面对面6个平行
论坛和10个论文分论坛。 本次年会搭建
了一个技术与营销融合、 理论与实践结
合的跨界交流平台， 提出了用新技术驱
动营销全流程升级， 最终实现虚拟与现
实的数字化商业创新、精准化营销传播，
高效化市场交易的全新营销理念与方
法， 研讨成果将引领营销科学为国家创
新驱动战略贡献力量。

230所高校学者齐聚长沙

探讨新市场新技术新营销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沙兆华
杨丹 通讯员 李焱华）27日，第二十九届
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之“十大读书人
物”颁奖典礼在陕西西安市举行，来自
我省泸溪县潭溪镇小陂流村四组的农
家书屋管理员向民志跻身“十大读书人

物”， 他与读书的约定让其事迹再次闪
耀。

书博会“十大读书人物”评选与颁奖
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中华读书
报》 承办的重要文化活动， 评选活动自
2012年开始，已成功举办八届，每届书博

会评选出的“十大读书人物”都是全民阅
读楷模。

湘西大山里的向民志今年49岁，双
脚先天性残疾，只念了5年小学便被迫辍
学。为了读书读报，他依靠双手爬到离家
半里外的村部借阅报刊， 读书让他战胜

了残疾所带来的不幸。 为了使身边人都
认识到读书的好处，2016年，他克服重重
困难，在各界的帮助下，筹集资金10多
万元创建“明志书屋”，成为了我省第一
家由农民自办的“农家书屋”。目前，书
屋藏书已超过5000册，报刊5种，极大地
满足了山里孩子的读书需求。 多年来，
向民志对读书的热爱在当地起到了积
极示范作用，他和他的书屋也先后获评
“全国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和“湖南省
书香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