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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娅）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
2017年 1 月 9 日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隆重召开， 党和国家领导
人出席大会并为 2016 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颁奖。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
院士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
研究员获得 2016 年度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

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共授奖 279 个项目、7名科技专
家和 1个国际组织。 其中，湖南
有 12个项目获奖，12 个项目由
湖南主持完成的 5 项， 参与完
成的 7项； 在主持完成的项目
中，有 4个项目为湖南推荐。

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参
与的“IgA 肾病中西医结合证治
规律与诊断关键技术的创研及
应用” 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我国约有 1.2 亿慢性肾
脏病患者，发病率逐年增加。 最
常见的慢性肾脏病是 IgA 肾
病，是尿毒症的首位病因。 创建
优于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的 I－
gA 肾病中西医病证结合理论
体系与创新治疗技术， 能显著
提高治疗有效率。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参与完
成的“木质纤维生物质多级资源
化利用关键技术及应用” 项目，
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由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
生态研究所印遇龙院士领衔完
成的“猪日粮功能性氨基酸代
谢与生理功能调控机制研究”
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 该项目揭示了精氨酸、亮氨酸等功能性氨基
酸在猪肠道高效利用的规律及其对营养沉积分
配和孕体发育等功能的调控机制，可为人类营养
代谢与健康研究提供参考，推动功能性氨基酸在
猪生产中的应用。 其成果被列入中国科学院科技
创新案例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成果典型
创新案例。

其余 9 项均为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其
中，湖南省主持完成的 4 个项目分别为国防科技
大学苏金树教授领衔完成的“高性能系列化网络
设备研制与应用”项目、湖南省蔬菜研究所邹学
校教授领衔完成的“辣椒骨干亲本创制与新品种
选育”项目、湖南农业大学刘仲华教授领衔完成
的“黑茶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
项目、湖南华升集团公司领衔完成的“苎麻生态
高效纺织加工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

据悉，此次获奖项目以推荐并获奖项目数统
计。 在获奖项目数量上，湖南在全国省、市、自治
区中与江苏、山东两省并列第七，涉及自然科学
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三大奖种，涵盖农
业、信息、轻纺、中医、冶金和机械等领域，成果在
推广后均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本报记者 杨雨晴

溆浦，青山环抱，绿水缠绕。
周秀芳年近古稀，身形娇小。 她是大山

深处的高龄支教者，是孩子们口中的“支教
奶奶”。

2017年已至， 周秀芳站在溆浦县北斗
溪镇来凤石浦岑玉希望小学的门口，回想着
这个村庄的过去，更欣喜这个村子的变化和
未来。

在过去 2 年多的时间里，周秀芳牵线在
当地建成 5 所希望小学。 宽敞明亮的教室，
色彩明丽的操场，整洁舒适的宿舍，以及课
堂里那一张张幸福的稚气脸庞，周秀芳在这
穷乡僻壤之地奏响了一部伟大的乐章：让山
里的孩子有书读，让农村的孩子有学上！

从小就有教师梦的周秀芳，在讲台上一
站就是 30多年。时光荏苒，临近退休的周秀
芳本可以为她的教师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但她内心始终有个隐隐的声音：“贫困山区
的娃娃怎么上学呢？ ”

2014 年， 周秀芳偶然得知湖南省溆浦
县北斗溪镇教学条件艰苦，需要支援，她内
心的“支教梦”瞬间被点燃。 尽管已是 68 岁
高龄，她还是果断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带上
简单的行囊，离开家乡宁波，奔赴千里之外
的湖南溆浦大山深处。

刚到溆浦县北斗溪镇，她的心就凉了半
截。 1万多人的北斗溪镇分布在海拔 600米
的大山里，这里地势复杂，来回学校的盘山
公路崎岖陡峻，“每次坐车我都闭着眼睛，不
敢看旁边的悬崖，手心里都是汗”。造访当地
桐林小学的情境周秀芳记忆犹新，桐林小学
没有电，不通水，教室就是茅草棚，几根竹竿
支撑着房梁，摇摇欲坠。 隆冬时节，北风呼
啸，教室四面透风。

周秀芳造访时，正下着雪，30 多个孩子
蜷缩在火盆旁瑟瑟发抖，学校里唯一的任课

老师拄着拐杖、操着浓厚的乡音在上课……
眼前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周秀芳，为了这些
山里的孩子，她当即决定留在桐林小学。

山区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家访成
了一个难题。 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周秀芳忍
着剧痛坚持家访。“和山里的孩子相比，我这
点苦不算什么。 ”北斗溪镇的每一条山沟、每
一所小学、每一户学生家庭，都留下了周秀
芳清瘦的身影。

周秀芳深感一个人势单力薄，想要从根
本上改善镇上的教学环境， 还得借助外力。
她时不时地在朋友圈分享支教的照片，“周
老师，您真伟大！”“周老师，您需要帮助吗？”

“周老师，我这里有多余的衣服和被子，可以
寄给您吗？ ” 周秀芳义务支教的感人事迹通
过网络传播开来，爱心不断电，床铺、被褥、
文具、校服、体育用品等物资源源不断抵达
大山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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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0 创客的故事
湖 南 省 科 技 厅 协 办

本报记者 陈洁

婚礼是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也许每一个女孩都无数次憧憬
过自己的婚礼场景。如果有人能
把梦中的婚礼搬到现实之中，甚
至让现实比梦更美，那么他应该
是名副其实的“筑梦人”。

在湘潭，就有这样一群“筑
梦人”， 虽然都是 80 后、90 后，
但他们已经为许多新人实现了梦中的
婚礼，他们便是“慢时光”婚礼创意公
社的创办人———李赫、夏天、黄蓝、谭
雨浓（见上图）。

1 月 10 日， 记者来到了位于湘潭
市商业街的“慢时光”婚礼创意公社，
工作室里不时有客人前来咨询。 4位年
轻人分工明确：夏天负责婚礼设计，谭
雨浓负责销售，李赫、黄蓝负责现场执
行。 他们各司其职，工作室打理得井井
有条。

创办“慢时光”之前，4 人之中有 3
人在长沙从事婚庆行业，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 初到湘潭，他们发现湘潭的婚庆
市场远没有长沙成熟，如何去演绎一场
完美的婚礼？ 如何让婚礼别出心裁？ 谈
到婚庆理念，谭雨浓说：“每一场婚礼的
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我们
希望在婚礼仪式中融入情感。 ”

夏天告诉记者， 通常他们会在婚
礼前 3 个月开始筹备， 在这期间反复
与新人沟通，“我们会给男女新人不同
的问卷， 让他们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
下填写自己对婚礼的看法， 因为事前
没有交流，婚礼常常有惊喜。 ”曾经有
对新人很喜欢养狗， 于是他们设计的

婚礼仪式上，有一个让新娘养的宠物狗
给新人送戒指的环节，“当时现场特别
温馨，新人和来宾都很开心，我们也很
有成就感。 ”

虽然“慢时光”成立时间不长，但在
4 个年轻人的努力下渐渐在湘潭站稳
了脚跟。 负责销售的谭雨浓说，只要是
客户希望的我们都会尽力而为。“一场
让客户满意的婚礼就是最好的广告，很
多新客户都是我们曾经策划过的婚礼
宾客。 ”

“婚礼的举行不光光靠婚礼策划，
它是一个多部门联动的仪式， 化妆、司
仪、摄影、摄像，每个环节都要有擅长的
专业人员。”夏天说，一场场光鲜华丽的
婚礼背后，是婚礼策划人无数个通宵达
旦的加班，有时反复尝试只是为了让婚
礼中的一个细节更趋完美。“只有细节
做得足够完美，我们策划的婚礼才会有
情感、牵动人心。 ”

创业有乐有也苦，4 位年轻人坦
言，有时他们原创的设计会遭到同行抄
袭， 也碰到过被同行争抢客源的状况。
但他们相信， 带着一个简单朴实的初
衷，用心地去策划每一场婚礼，接受一
个个挑战，就会一步步靠近梦想。

本报记者 余娅
通讯员 孔夜子

2016 年底， 历时 15 天的浏阳市 2016
年首届“新文杯”中小学校园足球邀请赛落
下帷幕，东道主浏阳市新文学校（以下简称
“新文学校”）表现不俗，一举斩获小学甲组、
乙组冠军和初中组亚军。

新文学校现有 6 支足球梯队，足球社团
有近 300名学生每天坚持训练，该校定期举办
班级足球联赛、年级足球对抗赛等，举办校园
足球文化节、校园足球主题日、校园足球操等
活动，足球已成为新文学校的第一大运动。

继 2015 年新文学校成功挂牌首批“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后，2016 年 11
月，“湖南省足球协会青少年人才培养基地”
在新文学校挂牌，该校成为湖南省首个足球
协会青少年人才培养基地校。

新文学校的足球运动起步于 2007年建
校之初，该校董事长张运釮认为学生在学校
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健体是最关键的，
足球运动是世界第一大运动，要会看会玩。

该校校长刘文章告诉记者，新文学校从
顶层设计上明确了学校足球发展的路径：成
立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校园足球
五年发展规划》，设置发展规划组、人力资源
组、教学组、竞赛组等七大实施机构，对校园
足球工作进行指导、落实。

新文学校拥有一支高素质的足球教练
队伍。 体育组组长宋伟是一名“铁杆”球迷，
一有时间就会去学校足球场陪学生踢球，也
经常随队外出督战。 2016年暑假，他带领学
校女子足球队和娄底 5 名女足队员组队，代
表湖南小学女子甲组征战湖北荆州全国校
园足球夏令营，获得冠军。

打造梦中婚礼的“筑梦人”

编者按：1月 5日，2016“感动中国之感动湖南”人物评选结果最终揭晓。 感动湖南的面孔之中，他们与教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古稀之年捐资助学、扶危济困的退休教师周秀芳；留学耶鲁，选调村官，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燃烧在湖南农村的秦玥飞；在嘉陵江的
湍流中救起落水孩童，来自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女大学生黄伊琳……本期，我们将目光聚焦他们，在 1 版和 9 版呈现他们的故事，让感
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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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七旬退休教师周秀芳远赴湖南溆浦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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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奶奶”建起 5所希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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