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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教 11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邓崛峰

新学期就要开学,刚满50岁的长沙理工大
学交通学院周骞副教授却再也不能站上他热
爱一生的讲台。

和鼻咽癌抗争了6年的周骞老师走了，临
走时还在念叨着自己未完成的工作。 8月28
日，在他的追思会上，他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哽
咽着回忆：弥留之际，他还在牵挂学生的论文
未看完。

追思会现场200多人泣不成声。“他把崇
高的师德践行到了生命的尽头， 一生都在诠
释和坚守着党员教师的初心！ ”长沙理工大学
交通学院党委书记胡庆国含泪追思。

“他是真热爱教师这份事业”
1994年， 周骞从长沙理工大学交通运输

管理专业毕业，留校当了一名高校教师，工作
之余攻读了硕士、博士。2000年5月，他光荣入
党，教书育人更是充满了热忱。

2013年10月，鼻腔多次出血、视力日渐模
糊的周骞被确诊为鼻咽癌晚期。 两个多月后，
掉了3颗牙齿的周骞出院，丝毫不顾医生“全
休半年”的建议，重回讲台。“劝都劝不住！ ”时
任教研室主任柳伍生说。

重返讲台后，周骞的学生发现，周老师总
是会俯下身子把头侧过来倾听学生说话，而
且上课还用上了“小蜜蜂”扩音器，“我们后来
才知道是因为化疗导致他一个耳朵失聪了，
为了听清我们讲的话就用了这个姿势。 ”物流
1202班罗玉丽同学回忆说。

2018年4月，周骞的病情再次反复，只能
又住院。 这次治疗期间，周骞发现，国内很多

大学开设了特种物流这门课程， 但没有一本
系统的教材。 于是，他开始着手编写一本《危
险货物运输》本科教材。

“他是真热爱教师这份事业。 ”胡庆国回
忆说，就在今年7月9日下午，学校和学院开大
会，周骞头痛得厉害，要一直用手压着头顶才
稍微舒服些，但他还是坚持参加完会议。 不仅
如此， 会后他还留下来给2018级研究生潘自
翔逐字逐句指导论文。

“一生节俭朴素，对学生却倾其
所有”

2016年，周骞连获两项荣誉：一是被湖南
省教育工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二是获
评学校首届“教学奉献奖”。

这两个荣誉都有奖金， 身患重病的周骞
却一分都没留下。“优秀共产党员” 所得的
1000元奖金，周骞全部交了“额外”党费；“教
学奉献奖”的2万元奖金，他全部捐入学校教
育基金。

周骞生病住院后，学校送去了慰问金，他
委婉地谢绝了，说给比他更需要帮助的师生；
他的几个研究生偷偷塞的“心意”，他硬是塞
了回去，说“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是更好
的“心意”。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周骞生前
所获奖励和重病期间的慰问金都以交特殊党
费、 捐赠校基金会、 资助困难学生等方式捐
出，分文不取。

其实周骞的家庭并不是很富裕， 甚至是
清贫。 他和妻子都来自农村，还有三个老人需
要赡养，儿子正在上大学。 系里的老师说，周
老师一件夹克可以穿10多年。

周骞不但拒收任何慰问礼物， 反而经常
出资支持学生的活动。“老师一生节俭朴素，
对学生却倾其所有。 ” 2016级交通运输专业
罗旭同学说。

“有您这样的老师真好”
很多专业课老师不愿意当班主任， 周骞

却一次次主动“揽活”。“都说上大学没人管，
但他就像妈一样。 ”学生张宇琪说，周骞经常
和学生谈话，指导做好学习规划，叮嘱早起锻
炼天冷加衣，“别的班都好羡慕的”。

“对周老师，我只有感激和歉疚。 ”2015级
研究生吕小峰清楚地记得，2016年6月的一个
周三，他与周老师约好在下午见面指导论文。
可是那天没课的吕小峰午睡过了头， 醒来才
发现已经五点多了， 没想到周骞却一直耐心
地等着他。 天慢慢地黑了，周骞不顾疲累，坚
持逐句把论文指导完， 才去赶公交车回家。

“看着公交车渐渐消失在夜色中，我的眼睛都
湿润了，好想跟周老师说一声，有您这样的老
师真好！ ”吕小峰深情地说。

这样的动人场景， 周骞的研究生几乎都遇
到过。“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老师早早地来到
了教学楼，教我们修改论文。 我发现老师不止一
次用纸擦鼻子，感觉到他有点不舒服，就让他休
息下，他却说没事，一直坚持了一整天。 ”2015级
研究生项玉兰，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只要不在医院， 周骞班上的每次班会他都
会参加。“那时我们不知道周老师已经都需要每
天去医院治疗， 那次班会上周老师又给了我们
很多学习生活上的建议。 ” 2016级交通运输专
业康依权同学回忆起上学期末的最后一次班
会，泪眼婆娑：“老师你在哪儿？ 我们想你了！ ”

� � �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见习记者 黄晗
通讯员 滕霜娟 余艺）9月2日，中央文明办
发布2019年8月“中国好人榜”，103位身边
好人入选，湖南有肖剑锋、李革命、李会生、
郭桂平4人光荣上榜。

肖剑锋，新宁县回龙寺镇村田村人。他
从小就是个热心肠，10岁时曾勇救落水同
学，被人赞誉为“小雷锋”。即使是在创业的
艰苦期，他也先后捐助了省内外20多名相
识或不相识的人， 捐助总金额20余万元。
肖剑锋的女儿肖霞也受到父亲影响， 父女
二人十六年如一日， 照顾村里一位无任何
血缘关系的老人蒋冬姣，直到老人3年前过
世。如今肖剑锋事业有成，回家乡大力发展
油茶产业， 带领全村贫困村民走上了脱贫
致富的道路。

李革命， 株洲市天元区人。 他从16岁
开始在湘江跑运输， 对湘江产生了深厚的
感情。 几年前看到湘江上有人电鱼和偷偷
排放污水，他心痛不已，于是和一群志同道

合的朋友加入了守望湘江环保志愿者协
会。因为把家安在了湘江边，善水性的他自
愿担当起义务救援工作，2018年夏天的短
短两个月时间，就连续救起4名落水的人。

李会生，湖南中电物流有限公司长途大
件运输货车司机。他驾驶的车辆被誉为“公路
列车”，首尾相连最长达87米，重量有时能达
到500多吨。他开车26年，累计行程超过60万
公里，无事故、零扣分，两次创造国内大件运
输纪录。 2019年，李会生先后被评为全国“十
大最美货车司机”和“衡阳市劳动模范”。

郭桂平，汝城县濠头乡宝沙村人。 1981
年，21岁的郭桂平与宝沙村寨脚下小组的
何卫华结婚。 1995年10月的一天，何卫华
带着炸药包到河中炸鱼， 炸药包不慎在手
中爆炸，后来虽保住了命，但双手炸断，双
目全瞎。遭此厄运，全家的重担就落在了郭
桂平一人的肩上。 24年来， 尽管有太多的
艰难困苦，但她对丈夫始终不离不弃、精心
照顾。

� � � �湖南日报9月2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朱新根）9月2日，“中国茅台·国之栋
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2019脱贫攻坚
公益计划” 湖南省助学金发放仪式在益阳
举行， 我省300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
本科新生共获150万元资助。

“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
梦行动” 大型公益助学活动由中国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联合全国33家省级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
同主办。 2012年以来，茅台集团每年向中国
青基会捐款1亿元人民币，资助当年参加高考

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农村家庭经
济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大学新生。 截至2019
年， 茅台集团已累计向中国青基会捐赠8亿
元，使全国16万名贫困学生受益。 2012年以
来，活动共向我省捐赠善款1925万元，累计
帮助了我省3850名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019年是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据了
解，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将通过“中国
茅台·国之栋梁”“芙蓉学子大型公益活动”
“湘窖·我的大学梦”“华融湘江银行·绿色
助学行动” 等系列助学活动， 奖励资助
4250多名困难大学新生。

� � �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记者 龙文泱）9
月1日， 舞墨东方———孙安民2019长沙画
展在湖南日报美术馆开幕， 展出孙安民近
期创作的大写意花鸟画作70幅，以此献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孙安民，1948年生，书画家、中华文化
交流与合作促进会理事长。 他从小受家庭
熏陶酷爱书画艺术，20世纪70年代末期拜
我国著名教育家、美术家王森然为师，专攻
大写意花鸟画。孙安民的绘画偏向传统，他
主张从不同的艺术门类中感受传统艺术的
魅力，体味传统士人的心境。

在本次展览中，清润雅致的兰竹、苍
劲拙朴的松柏、墨色淋漓的荷花、雄健遒
劲的梅花竞相“绽放”。 孙安民认为，中国
书画要表现中国传统文化、 彰显中国精
神。 因此，“岁寒三友”“花中四君子”经常
出现在他的画中， 他希望借此表达正直
的气节、谦虚的品质和纯洁的情感。 他喜
爱白菜，曾以“白菜”为专题举办个人画
展。

本次展览由湖南日报美术馆、 联合利
国文化产权交易所、舞墨东方(北京)文化
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 � �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通讯员 邓和明
记者 颜石敦）9月2日， 由潇湘电影集团有
限公司、湖南潇影第二影业有限公司、嘉禾
县联合摄制的抗日励志电影《芙蓉渡》，在
嘉禾县楚湘电影院举行点映仪式。

据了解，点映指选择个别地方影院，预
先放映还未正式上映的电影。《芙蓉渡》取
材于嘉禾籍作家、 退休检察官郭照光创作
的同名小说，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嘉禾芙蓉

渡一群打铁汉子和豆腐作坊女人为守护家
园与日军展开生死搏斗， 阻止日军西征的
故事，充满浓郁的嘉禾地域文化元素，将于
近期在全国公映。

嘉禾是一块文化沃土，萧克将军与作家
古华都出生于此，他们分别创作的小说《浴血
罗霄》《芙蓉镇》均获茅盾文学奖。 1986年，由
谢晋执导、根据小说《芙蓉镇》改编的同名电
影，先后获国内外10多项大奖。

长沙市原副市长李晓宏
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湖南日报9月2日讯（记者 张斌 刘燕娟）日
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长沙市政府原党
组成员、副市长李晓宏进行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李晓宏违反政治纪律，搞两面派，做
两面人，长期欺骗组织，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
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
律，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
亲属在金融领域活动中谋取利益； 违反工作纪
律，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巨大损失；违反生活
纪律；长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
的便利条件，在工程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

李晓宏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毫无党性原则，
毫无宗旨意识，道德败坏，生活糜烂，肆无忌惮
追求个人享乐，大搞权钱交易，且在党的十八大
后不收敛、不收手，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
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等有关规
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
定给予李晓宏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
长沙市第十三届党代会代表资格， 收缴其违纪
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
法审查起诉。

湖南4人登上8月“中国好人榜”

我省300名贫困家庭大学新生获资助

舞墨东方———孙安民
2019长沙画展开幕

电影《芙蓉渡》在嘉禾点映

崇高的师德
———追忆长沙理工大学交通学院副教授周骞

奋力营救
9月2日12时许， 慈利县零阳镇金龙村， 一辆满载沙石的渣土车在下坡拐弯时因操作不

当翻落至数米深的悬崖下， 司机受伤被困。 慈利县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 经
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 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 随后送往医院救治。 魏咏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