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是浏阳人， 今年21
岁， 是湖南科技大学的一名
大学生，她是中共党员，品学
兼优。

父亲中风瘫痪在床，母
亲患有间歇性精神病， 她带
着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弟弟
何君求学， 最多的时候一天
打7份工。

她是何平， 获得过国家
励志奖学金， 也被评为学校
十佳大学生。乐观自信、勇于
担当的她被誉为“向日葵女
孩”。

何平带着患心脏病的弟弟何君，在学校食堂吃午餐。 记者 赵持 摄

姊妹团子：Steamed�Glutinous�Rice�Ball�(�with�
meat/sugar�in�it)

酸辣腰花：Hot�and�Sour�Pig�Kidney
醉蟹：liquor�saturated�crab
板栗烧菜心： Braised� Chestnut� and� Green�

Cabbage
永州血鸭：Yongzhou� fried� duck� pieces� to-

gether�with�its�blood�in�peanut�oil�

“四喜丸子”被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
“铁板牛肉”被翻译成“有皱纹的铁牛肉”
“生鱼块”被翻译成“砍那陌生的鱼”
“宫保鸡”被翻译成“政府虐待鸡”

湘菜新名

搞笑囧名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２２选 ５ 第 12068期 本期投注额：1930628元

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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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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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注奖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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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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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5日讯 “比过年时瘦了，黑了！”
今天下午，随着QQ视频的接通，长沙天心区石
子冲小区的空巢老人许秀枝终于见到了远在广
东的儿子。 这是今天艾普宽带长沙分公司进入
社区为居民们提供上门服务的感人一幕。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在石子冲小区，不少空
巢老人的子女都在外务工。 社区特意请来网络
公司，采取一对一的形式，教会居民一些基本的
电脑网络知识。“今后， 我们会定期开展一些关
爱帮教活动，增进居民与异地亲人的感情交流。”
网络公司负责人朱自清表示。 ■记者 龚化

“空巢老人”视频会子女

对话

一边扫地，一边唱歌

何平身高不到1.6米， 圆圆的脸
蛋， 时常带着腼腆的微笑。3月7日，记
者来到了何平的学校。

“小背篓，圆溜溜，歌声中妈妈把
我背下了吊脚楼……”上午11:40，何
平下课了。 身为外语楼一层的兼职保
洁员，她每天中午都要打扫一遍，一月
能有200元的收入。女孩工作的时候总
是快乐地唱歌， 弟弟就坐在一旁等姐
姐，这成了外语楼一道独特的风景。

12:30，打扫完毕，姐弟俩一起去
已经没什么人的食堂吃饭。 何平给弟
弟打了一份豆角炒肉，一份冬瓜。自己
打了一份大白菜，一份冬瓜。

站着上课，平均分85.6

何平的QQ签名是这样写的：“路，
走好脚下的，不忘来时的，看准前方
的。”在出租屋的墙壁上，何平贴着一
张密密麻麻的作息时间表：6:00�起
床晨读；12:00打扫卫生；12:40辅导
弟弟功课；19:30带弟弟晚自习……
2:00前睡觉。

对何平而言，时间总是不够用。由
于睡眠不足， 上课时怕自己睡着，何
平很多时候干脆站着上课，这也让她
成了课堂上最特别的人。 两年下来，
何平的平均成绩达到85.6分， 一直名
列前茅。

■记者 张颐佳

【记者眼中的她】

我想延续
人间最温暖的善意

本报3月15日讯 你见过哪些搞笑的英文
菜单？你最希望给哪个湘菜取个洋名？湖南餐饮
行业协会正在收集资料， 制作一本标准的湘菜
中英文菜单。3月15日本报A11版《湘菜取洋名，
大师正攻关》一文见报后，引发一阵热议。您是
喜欢湘菜的翻译达人吗？

把意思表达清楚最重要
已经有一些湘菜被专家们翻译成了好听的

洋名。
“蝴蝶飘海”是湘菜中的一道名菜，因鱼片经

过烫涮以后形似蝴蝶翅膀而故名。岳阳地区厨师
用火锅代替民间的七星炉，并先以鸡汤、鱼头、鱼
骨、鱼皮制成鲜汁倒入火锅，食用时将鱼片放入
沸滚的火锅中烫熟捞起， 蘸调味料食用即成。此
菜极受人们欢迎，并成为“巴陵全鱼席”中的菜肴
之一。

“这道菜难以用英文准确传情达意，所以要
加一些做法的解释。” 湖南文理学院翻译系教授
熊欣和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几位老师一起
讨论后，把这道菜翻译成了“hotpot�of�snake-
headed� fish� slices� as� butterflies� out� of� the�
soup”。

还有“五元神仙鸡”，被翻译成Steamed�Hen�
with� Litchi,� Longan,� jujube,� lotus� and�
medlar。

熊教授说，“无论怎么翻、找谁翻，把意思表
达清楚最重要。”给中国菜起个“洋名”需要注重
三点，一是菜名中要包含主料，二是尽量包含辅
料，第三点最为重要，就是要准确表达做的方法，
如果是快炒，一定要用Sauteed这个词，如果是
比较长时间炖，Stew这个词是不能少的。

土菜取“洋名”难度不小
“直译出来闹笑话，意译又表达不清楚。我们

这些江湖菜怎样才能有个洋名呢？”今天，好几名
读者打来电话问，新化三合汤、邵阳特产猪血丸
子和宁乡花猪肉这些特色湖南土菜该取个什么
样的英文名。

“大家关注这件事，说明对湘菜、对湖湘文化
感兴趣。”湖南餐饮行业协会负责人表示，有些文
化内涵修辞上的事，不是简单地“中译英”就能体
现的。“我们也正在收集地方特色名菜，希望志愿
者一起探讨。” ■记者 杨艳

达人们，
请给土菜取“洋名”

《湘菜取洋名，大师正攻关》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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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女儿，这个家早就垮了”

1991年， 何平出生在浏阳市澄潭
江镇吾田村一个贫病交加的家庭，母
亲患有脑膜炎后遗症， 后来发展成间
歇性精神病， 父亲因车祸后失去了劳
动能力，弟弟何君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何平从小就跟着村里的婶婶、 婆婆到
花炮厂插引线、 卷筒子， 帮父母挣药
费，给自己挣学费。

2008年紧张备战高考之际， 灾难
接踵而至：年初，父亲复发脑溢血瘫痪
在床，弟弟心脏病生命垂危，17岁的何
平挨家挨户募捐， 奔走于各级民政部
门和慈善团体， 最终从死神手里夺回
了父亲和弟弟， 自己也以优异的成绩

考进了湖南科技大学。
回忆起这些往事，爸爸老泪纵横：

“没有女儿，这个家早就垮了。”

“我的姐姐像爸爸”
收到录取通知书，何平却犹豫了：

“读还是不读？父母怎么办，年幼的弟
弟又怎么办？”

何平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8岁的
弟弟带在身边读书。最多的时候，她一
天做7份兼职，想方设法让弟弟每天能
吃到荤菜， 每两天能吃到一个苹果和
一杯牛奶， 自己却顿顿吃着1元钱的
“无荤餐”。

“我的姐姐像爸爸。” 弟弟简单的
话里，蕴藏着对姐姐的钦佩与依恋。

【亲人眼中的她】

我喜欢面对着
太阳微笑， 不管生活

中会有多少艰辛与磨
难。我希望自己是一株向
日葵，永远向着阳光，向
着希望。 ———何平

挨家挨户募捐救爸爸
兼七份职带弟弟上学
“向日葵女孩”何平：永远面向希望

你想给哪道湘菜取个
“洋名”呢？请拨打本报热线
0731—84326110， 或者申
请QQ 980794221为好友 ，
本报记者将邀请湖南文理
学院翻译系教授熊欣等专
家为您点评。

记者：有没有累得不
想干的时候？

何平：不想干也得干
啊，这种浪费自己脑细胞
的情绪我不会有的。

记者：“面对那么多
困难，你不伤心吗？”

何平：“当然有，当特
别难过的时候， 我会唱
歌。 还会拼命地跑步，直
到跑到脸上的泪水什么
时候干了都不知道。”

记者：什么事情最让
你开心？

何平： 比赛拿奖，成
功主持晚会，兼职多赚点
钱，阳光下踩到自己的影
子， 看到路边盛开的花
……我都会笑。

记者：你最大的愿望
是什么？

何平：弟弟健康快乐
成长， 自己能考上研究
生，将来能有能力延续人
间最温暖的善意与爱心。

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