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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一位古稀老人，离乡背井，到这
偏远山区支教扶贫图什么？ 对于她
的行为，很多人不明白。

刚来的时候， 当地村民经常这
样问周秀芳：“你在这里能拿多少
钱？你是这里嫁出去的？这里有你的
亲戚朋友？ ”

周秀芳回答说：“都不是。 我在
这里也没拿一分钱。 ”

千里支教， 周秀芳只为一个心
愿，她要给自己“还愿”。 这个“愿”就
是为了报答当年一位姓鲍的老师对
她的无私资助。 小学四年级时，周秀
芳曾因家庭贫困没法上学。“后来鲍
老师来到我家，说我不读书可惜了，
是老师帮我交了学费。 ”正是因为少
年时期这段困苦的经历， 让她感受
到爱的温暖和力量。 周秀芳长大以
后就一直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贫困
孩子做点什么， 用自己的方式去回
报曾经帮助过她的恩人。 这就是她
这些年来在贫困山区支教的最大动
力。

“花再大的代价，也要
帮她保住另一只眼睛”

支教之初， 为了省下钱用于助
学，周秀芳生活很节俭。

从宁波到溆浦， 路上要奔波20
多个小时， 周秀芳每次坐的都是普
通火车。 刚到桐林小学的时候，一周
才能赶一次集。 她经常是一次把一
周的菜买回来， 自己做泡菜， 喝稀
饭。 但周秀芳给孩子们花钱却很大

方， 走访贫困学生常常一送就是好
几百元。

“月底了，工资到账了，可以帮
小张同学联系医院动手术了。 ”周秀
芳在日记本上写道。

这些年来， 退休工资还没发下
来，她就早早地计划好了用处。

周秀芳退休工资每个月有7000
多元， 但工资卡上经常显示只有几
元钱的余额。 有一次，一位学生家里
遇到了困难急需一笔钱， 她到银行
去取工资卡时里面只有3.6元。

谈及此事， 九溪江中心小学校
长向延志说：“真的太让人感动了！ ”

这些年周秀芳获得了很多荣
誉，也获得了些奖金，她都用来支助
了。 5000元的道德模范慰问金，她转
手就给了一位山区学生治疗眼疾；
获评宁波市道德模范人物的1万元
奖金全部捐出来给山里的孩子订制
了校服……她有一个小本子， 上面
记录了来自爱心人士的一笔笔捐
助， 却从来没有记录自己的每一笔
付出。

对于金钱的看法， 周秀芳说：
“我工资卡上的钱虽然不多，但我总
觉得自己很富有。 看到自己还能为
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做一点事情就感
到很开心。 ”

周秀芳对学生的爱不只是捐点
钱物了事，而是身体力行，让爱落到
实处。

从孩子们的读书学习到身心健
康，周秀芳都放在心上。 前进村小学
的张子歌因患有斜视、弱视，学习非
常吃力，生活上也很困难，全家就靠

爷爷奶奶料理。 因为视力差，只能坐
在第一排， 后来周秀芳帮她出了
8500元钱去长沙治疗眼睛。现在，张
子歌的座位已经从第一排调到了第
三排，看得也很清楚。

点开周秀芳的朋友圈， 最新显
示的是7月29日她发的这样一条信
息：“刚刚失去母亲， 又发现左眼失
明了， 如果我能够早一点发现她的
眼睛有问题， 并让她去医院检查的
话，她的眼睛是可以医治的呀！ 真的
是太可惜了。 这样一个喜欢唱歌跳
舞又爱学习的孩子却永远失去了她
的左眼。 我心痛啊！ ”

这位左眼失明的学生是周秀芳
在溆浦支教的首批学生之一。 3年
前，学生的母亲查出细胞癌，父亲和
哥哥四处打工赚钱，下面还有7岁的
弟弟和4岁的侄女。 到今年3月家里
人带她去医院检查时被告知左眼失
明。 周老师得知后，心里十分难受。
她安排志愿者老师带这个学生到长
沙湘雅二医院找专家诊断， 结果是
左眼球神经坏死， 换一只眼睛需要
20万元。 不愿相信事实的周秀芳正
在筹集资金，她说：“花再大的代价，
也要帮她保住另一只眼睛！ ”

“若是有一天我倒下了，
就把我埋在那片土地上”

在溆浦待的时间长了， 周秀芳
已爱上了这片土地。 她一边给孩子
们上课， 一边想着怎样改变这里的
现状。

在她看来，支教除了上课、筹款
改善办学条件之外， 还有更多的事
情需要去做。 她认为，支教光靠“输
血”不行，还要想办法实现自我“造
血”。 周秀芳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
做的。

从2017年开始， 周秀芳以爱心
支教为支点，尝试在劳动力转移、产
业扶贫等领域进行帮扶。 这几年来，
每年都有溆浦的农民走进宁波的企
业，当起了工人。 张清花是最早来宁
波的一批，在周秀芳的牵线搭桥下，
她进入象山一家制衣厂工作。 企业
提供食宿， 月薪从最初的3000多元
提高到7000多元， 每年都能省下几
万元带回老家。 截至目前，经周秀芳
介绍到宁波企业打工的溆浦山区村
民已有近百人。

溆浦的生态环境好， 种茶叶有
天然优势。 周秀芳总琢磨着，把溆浦

瑶茶做大做强。 有一次，浙江茶叶集
团董事长毛立民正在长沙开会，周
秀芳直接将他从会场请到北斗溪
镇，让他品一品溆浦的茶。 毛立民喝
到溆浦瑶茶，盛赞“口感不错”。 周秀
芳就牵线搭桥，开展茶叶生产帮扶。
今年4月1日， 毛立民带领一批茶叶
专家再次来到溆浦， 手把手指导采
茶、制茶、包装、销售等技术。

周秀芳发现溆浦和象山的纬度
差不多，气候、土壤等条件也相似，
心里想能不能在溆浦种植“红美
人”。 今年3月底，经她联系，象山首
批520株“红美人”柑橘树苗在溆浦
开种，“红美人”将在溆浦落地生根。

支教结对、捐建希望小学、精准
扶贫……周秀芳的爱心支教路越走
越宽，不断“升温”。

谈到下一步的支教计划， 周秀
芳说，自己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在
北斗溪镇建一个支教基地， 把那些
没有母亲的女童接到基地住宿。 据
她统计，北斗溪镇目前有296位没有
母亲的女童， 这里面有多少没有奶
奶、外婆的还需要一个个去调查。

周秀芳为什么这么牵挂这些
没有母亲的女童？ 她说，那是因为
几十年前她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
情：有一个渔村的小学女生因为失
去了父母，缺乏保护，身心受到伤
害，离奇失踪了，后来一直没有找
到。 这件事对周秀芳的刺激很大。
这些失去母亲的女童没有自我保
护意识，也没有自我保护能力。 她
希望这个支教基地建好之后，把这
些女童接到基地住宿，对她们进行
教育、保护，等她们有了自我保护
能力再回去。

今年8月3日， 宁波市鄞州区委
书记褚银良来湖南看望周秀芳，当
她把自己的这个愿望和当地领导说
了之后， 褚书记对她说：“建这个支
教基地不足部分的款项， 政府想办
法解决。 ”听到这个消息，周秀芳说
自己当时真想跪下来道谢。 她说：

“作为一个奶奶，我真的想把这件事
办好！ ”

周秀芳有两个儿子，3个孙女。
她说：“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奶奶。 ”因
为她退休之后一直在外面忙着支教
的事情。 她对家人说：“只要身体允
许，我会继续做这个爱心搬运工。 若
是有一天我倒下了， 就把我埋在那
片土地上。 ”

湖南日报评论员

“她非湘人， 一心行善舍家离
子 ， 千里驰援湘西南 ； 年本古稀 ，
二次奉献支教扶贫……” 当年感动
中国之 “感动湖南人物” 评选活动
组委会， 为周秀芳写下这样的颁奖
词。

今年72岁的周秀芳， 来自东海之
滨的宁波。 她用一腔大爱为溆浦贫困
山区的孩子点亮希望之灯， 为帮助贫
困山区群众走上致富路， 架起爱心之
桥。 在她的影响、 感召下， 宁波、 杭
州、 上海等地数万名爱心人士、 慈善
企业的爱心， 源源不断涌向贫困山
区。 从支教到扶植产业， 从关爱孩子
到帮助贫困群众， 爱的火焰在溆浦燃
起了燎原之势。 这份爱， 深似大海，
这份情， 比金子还贵。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一位
千里之外的老人对湘西贫困山区如
此牵挂、 对山区的孩子如此倾情？

周秀芳一生为师， 是一个纯粹
的人。 见不得孩子受苦， 是她扎根
溆浦支教时最朴素的初衷。 回首当
年， 只是抱着 “看一看” 的想法来
到溆浦 ， 是山区极其简陋的学校 、
极度匮乏的教师资源， 与山区孩子
对学习的渴望之间的差距， 触动了
老人内心最柔软的心弦。 近五年的
坚守， 老人用爱心唤醒了山区孩子
对知识的渴望， 激发山区群众对未
来美好生活的追求。

到山区支教， 老人克服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困难 ， 为了山区孩子 ，
老人几乎倾尽所有。 她原本可以在
家里含饴弄孙、 乐享天伦， 却把全
部心思放在山区孩子身上； 她当初

原本可以接受家乡私立学校的聘
任， 拿着一份高薪， 但在溆浦， 老
人把自己的退休金花到了山区孩子
身上。 与刷光工资卡帮孩子治病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 她在他乡却过着
清贫的生活 ： 一碗米饭 、 一个素
菜， 就是她的一餐饭； 最 “穷” 的
时候 ， 银行卡里只剩下 3块多钱 。
正是这种源于骨子里的善良， 孕育
出感动世人的大爱， 为贫困山区带
来了温暖与希望。

孤举者难起， 众行者易趋。 周秀
芳老人支教的故事， 拉近了湖南与浙
江、 溆浦与宁波的距离， 进而汇聚成
一曲爱的合奏。 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周秀芳的爱心团队， 这其中，
有一次捐出250万元建希望小学的耄
耋老人， 有率先响应老人支教的实业
界成功人士， 有来自上海的高等院

校， 更有无数与周秀芳老人素昧平生
的爱心人士。 爱， 会激发更多的爱；
善， 能感动更多的善。

周秀芳还是一位 “扶贫带头人”。
2017年开始， 老人以爱心支教为支
点， 尝试在劳动力转移、 产业扶贫等
领域对溆浦贫困山区进行帮扶。 经她
牵线搭桥， 不少当地人走出大山谋生
计， 让沿海地区的产业项目落户溆
浦。 老人播撒的正能量种子， 在这片
山区生根发芽， 唤醒了贫困乡亲脱
贫攻坚的内生动力。

心里有光 ， 脚下有力 。 平时 ，
常有人抱怨 “世风日下 、 人心不
古 ”， 感叹 “古道热肠 ” 成了 “稀
缺品 ”， 但周秀芳和围聚在她身边
的爱心团队， 用行动作出了最生动
的诠释。 慈心为人， 善举济世， 周
秀芳为我们、 也为全社会树起了可
亲可敬可学的榜样。 向这样的好人
致敬， 既感恩他们的无私， 更寄托
着一份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 � � �湖南日报8月15日讯 （记者 曹
娴）即日起，省生态环境厅将启用20
架无人机，在长江湖南段、湘江干流
沿线约4400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航
飞、排查，摸清入河排污口底数，为
推进长江生态修复整治提供第一手
资料，加快实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
战行动计划》。

由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 长江
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将开展长江经
济带入河排污口整治行动一级排
查。 其中，我省排查范围包括长江湖
南段（起于湖北监利县、 湖南华容
县， 止于岳阳城陵矶， 长约163公
里），湘江干流（起于永州蓝山，止于
洞庭湖，长约840公里），从江岸线向
陆一侧各延伸2公里及向水面一侧
延伸200米，所有江心岛、河心岛、湖
心岛、滩涂、湿地；沿江（河）工业集
聚区域从江（河）岸线向陆一侧延伸
至覆盖整个工业集聚区。

据省生态环境厅环境监察局副
局长胡军介绍， 此次排查时间紧、任

务重，沿线植被茂密、交通不便，部分
沿江地形陡峭，高差大，因此采用固
定翼无人机、多旋翼无人机等多种飞
行器，搭载大型专用航摄设备来采集
数据。 针对有的排污口小、隐蔽的特
点，此次启用无人机的分辨率高达0.1
米，同时具备红外热成像功能。

工作人员将分为20个小组，分赴
岳阳、长沙、株洲、湘潭、衡阳、永州6
市，计划1个月左右完成排查任务。

据介绍，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
航测获得的排查影像资料， 将由生
态环境部相关技术单位进行解译，
标注疑似入河排污口。 然后再进行
二次排查，组织人员进行徒步“拉网
式”现场踏勘、核实，并对疑难点进
行重点攻坚， 最后列出准确完整的
排污口清单。

根据生态环境部要求，2020年
底前， 要完成长江经济带入河排污
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4项重点任
务，形成权责清晰、监控到位、管理
规范的入河排污口监管体系。

� � � �湖南日报8月15日讯 （记者 黄
利飞）华菱钢铁今天发布公告称，在
8月14日召开的证监会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审核会议上， 华菱钢铁重大
资产重组项目获有条件通过。 这是
地方国企和钢铁行业首单市场化、
法制化债转股成功案例。

华菱钢铁此前披露的收购报告
书显示，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
买华菱集团、涟钢集团、衡钢集团等

9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华菱湘钢
13.68%股权、华菱涟钢44.17%股权、
华菱钢管43.42%股权； 拟以现金方
式购买华菱节能100%的股权。 本次
重组标的资产达105亿元，全部交易
完成后， 华菱集团将实现钢铁资产
整体上市。

市场人士表示， 该项目获批实
施， 将促使华菱钢铁整体竞争能力
大幅提升，企业高质量发展再提速。

� � � �湖南日报8月15日讯 （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彭国锋 何顺 ）8月15
日， 祁阳县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承接
产业转移大会暨百企入园签约仪式
上，TFT液晶显示模组生产项目、智
能手机、 智能机器人全产业链项目
等70个工业项目， 分别与祁阳县签
约代表签约，总投资120亿元。

近年，祁阳县引进湖南金荣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建设60万平方米标准
厂房，并由金荣集团负责招商、运营、
管理和服务，做好酒店、食堂、超市、

银行、人才公寓等生活配套，实现“政
府建园”向“市场建园”转型、由“行政
招商”向“市场招商”转变，大力承接
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招商形势喜人。

本次签约的项目， 有电子信息
类19个、轻纺制鞋类14个、新能源新
材料类12个、机械制造类5个、农副
产品深加工类3个等。

据悉， 今后祁阳县将每年举行
一次百企入园签约仪式，力争全县3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翻一番，达到500
亿元以上。

城市“驿站”
便利市民
8月15日，长沙市开福区营

盘路，司马里城市“驿站”建成
开放。“驿站”分为休息区、阅读
区和生活区，彩电、空调、微波
炉、图书、桌椅、医药箱、厕所、
WiFi等设施设备一应俱全，方
便一线劳动者和市民前来休息
和交流。 目前，该区建成并投入
使用的城市“驿站”已达7个。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张颐佳
摄影报道

大爱无垠，只为一个“心愿”
———记“支教奶奶”周秀芳（下）

� � � � 8月9日， 溆浦县北斗溪镇桐林弘盛希望小学， 周秀芳老师和学生在一
起开心地玩游戏。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农行湖南省分行拓展跨境金融

130余亿元贷款
助推湘企“走出去”

点希望之灯 架爱心之桥

华菱钢铁重大资产重组
获证监会通过

钢铁行业市场化债转股成功第一单，
将促使华菱钢铁整体竞争能力大幅提升

为推进长江生态修复整治提供第一手资料

入河排污口有多少
无人机航飞来排查

70个项目落户祁阳
力争3年实现工业总产值翻一番

� � � �湖南日报8月15日讯（记者 奉永
成） 记者从农行湖南省分行今天举办
的“全球视野 融汇贯通”2019年跨
境金融业务推介会上获悉， 该行围绕
我省“开放崛起、创新引领”发展战略，
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累计为三一、
中联、华菱等湘企提供“走出去”金融
支持130余亿元。

为助推湘企“走出去”，农行湖南
分行创新推出“湘汇贷”“保融通”等针
对外贸企业的融资产品， 解决中小微
外贸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截至目
前， 已为我省中小微外贸企业发放贷
款6亿余元，居全省金融机构前列。 积
极对接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推出跨境人民币业务， 为企业提供全
方位、个性化的综合跨境金融服务，目

前，已为三一集团、中联重科、华菱集
团、湖南有色、水电八局、中建五局、山
河智能、特变电工等一大批“走出去”
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推介会上， 农行湖南省分行与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湖南分公司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决定，在
“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在实施
重大项目融资方面开展保险合作。
重点支持企业在铁路、公路、港口、
电力、电网、石油、天然气、矿产等基
础设施及能源矿产领域， 开展海外
投资、 全球并购重组、 全球跨境经
营、对外工程承包、优势产能转移、
装备制造及高新技术服务等业务。
助推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助力“湘
企出海、湘品出境”。

� � � � 8月15日， 湘江长沙市南湖路段， 工作人员在装配无人机， 准备对湘
江沿线开展排污口空中排查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