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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浩

妻子患病早逝， 老父亲瘫
痪在床。4年前， 自己又被查出
直肠癌。 家庭的磨难和病痛的
折磨， 压得这个中年男子透不
过气。动完手术，做完化疗，他
又重新踏上了讲台。

“再怎么艰辛，我也不能丢
下我的学生。”今年49岁的乡村
教师丁群芳，每天药瓶不离身，
但仍坚持跟学生们一起踏在郊
野上，搭棚子、栽种子。在学校
的一片绿地里， 坚守着他和孩
子们的科技梦。

身患癌症,仍坚持上讲台

因不断的化疗，丁群芳留
下了多种后遗症。大便极其不
畅，右手高举吃力。目前，他每
天都要用药物控制病情， 三个
月必须吃一个化疗疗程的药。
因此同事们都称他为“药瓶老
师”。

去年6月，丁群芳的妻子离
世。而早在2012年，丁群芳检查
出患有直肠癌，同一年，86岁的
老父亲摔倒后瘫痪在床。

丁群芳清楚地记得， 自己
动手术那天是2012年2月14日。
医生说：“早半年治疗， 癌细胞
很可能不会扩散这么快。”7个
多小时的手术， 连续几天的化
疗， 让丁群芳一下子瘦了10多
公斤。

“再怎么艰辛，我也不能丢
下我的学生。”手术后，医生要
求至少住院一个月。 可在手术
后的第24天他就出院了， 因为
他跟学生们一起研究的环保课
题，省里马上要评选。

出院后连续10多天， 他都
工作到深夜，指导学生修改、整
理作品。 这一作品最终荣获湖
南省第33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一等奖、全国三等奖。

我的学生一个都不能少到

1967年出生的丁群芳，18

岁就开始参加工作， 如今是岳
阳县张谷英镇中心学校的一名
教师。2002年至2008年，他连续
六年担任九年级班主任， 送走
了400多名毕业生。

2004届的119班，那是极为
特殊的一个班级。 开学报到时
应到67个学生， 但仅45个报了
名，还有22名学生未到。得知消
息后，丁群芳急了，马上挨家挨
户去走访， 这才发现有的是家
庭发生了重大变故、 有的是父
母常年在外打工导致孩子辍学
了。

为了让孩子们上学， 丁群
芳白天打摩的，晚上步行，一家
一家去做思想工作。 有个叫李
兵的学生父亲出车祸身亡，爷
爷是七十多岁的失明老人，母
亲一个人独自苦撑这个家。“孩
子，这个家以后要靠你，有什么
困难你就找我。” 听到这话，李
兵母亲的泪水夺眶而出。

学生李郊虎母亲患有癌
症， 丁群芳跑了二十公里帮忙
联系医院； 学生丁清秀母亲去
世了， 丁群芳帮忙代缴学费
……那年开学， 当看到全班67
名学生整整齐齐地坐在教室里
时，丁群芳的眼睛湿润了。

“再怎么艰辛，也不能丢下我的学生”
身患癌症的他仍坚持教学，带领学生坚守着他们的科技梦

儿子在外打工， 女儿已出
嫁，如今丁群芳跟90岁的父亲住
在一起。丁群芳的屋子，推开窗
户就可看到张谷英村古建筑群。

在张谷英镇中心学校校
门，右拐不远处有一个“太空种
子”的家。说到“太空种子”，丁群
芳满脸自豪。原来，去年4月由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提供的黄瓜、番
茄和红皮南瓜等6个品种共80颗
“太空种子”寄到学校，张谷英镇
中心学校作为全国科学调查体验
活动试点学校， 是岳阳市唯一分
得“太空种子”的学校。

张谷英镇， 是全国首批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之一，同时也是国家
4A级风景名胜区。然而，这里的人
们对环境保护意识十分薄弱。

2010年开始， 丁群芳带着
学生们开展“家乡河流水质及污
染情况调查”。 此次科技实践活
动， 他们为该镇探究出了治理污
染的办法， 还在全国第26届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本报6月2日讯 小伙子在玩耍时不慎落水，郴州63岁的退休法
官陈族会狂奔百米后数次潜入水中救人， 在小伙没了呼吸和心跳
后，老法官全力救治。四同伴轮流人工呼吸，吸出口中血水，在重症
监护室躺了三天后，16岁的小杰从昏迷中恢复意识。 医生介绍，如
未及时救出水面并抢救，小杰很可能再也醒不来了。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尹振亮 罗飞雄

63岁退休法官勇救溺水学生感动连线

“太空种子”
他和孩子们的科技梦

链接

本报6月2日讯 今天下午，
安邵高速寸石互通正式开通。安
邵高速寸石互通位于新邵县寸
石镇境内K2124+800处，与S75
相连，由邵坪高速在寸石镇设有
寸石收费站。

邵阳管理处路政安全科相
关负责人介绍，连接邵坪和安邵

高速的寸石互通没通车前，经邵
坪高速往长沙，得要走完邵坪高
速全程，再转娄怀高速，然后走
安邵高速，再上长韶娄高速。现在
邵坪和安邵高速互通通车后，就
无需再绕到娄怀高速了，“距离上
比之前会缩短30公里左右，可节
省20分钟时间。” ■记者 梁兴

安邵高速寸石互通开通
长沙到邵阳可节时20分钟

本报6月2日讯今日记者从
长沙供水有限公司获悉，6月5日
9:00至23:00解放路（韶山路—曙

光路）沿线两厢地区将停水，临近
区域水压、水量将减少，请用户提
前做好储水准备。 ■记者陈月红

长沙解放路沿线地区将停水

本报6月2日讯 6月2日，在
2016年世界环境日到来前夕，中
国石化巴陵石化公司举行开门
办企业、开放办企业“6·5”环境
日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政府部
门、省市主流新闻媒体和环保志
愿者等公众代表30余人，到企业
参观访问，了解巴陵石化践行绿
色低碳和技术创新战略，加强环
境保护和科研开发，努力建设一
流化工材料企业等情况，科普知

识，增进了解。
据介绍，巴陵石化紧紧围绕

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
布局和岳阳市委市政府“打造一
极三宜江湖名城”的要求，严守
环保法规底线， 紧盯总量减排
“红线”，实施“碧水蓝天”行动，
全面完成了各项环保任务，达到
预期效果，得到了社会各界充分
肯定。

■记者 袁礼成 通讯员 彭展

巴陵石化举行公众开放日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小区居民生活
质量和城市环境管理水平， 树立
居民良好的环保意识和行为规
范， 张家界市慈利县房管局以贯
彻实施环境整治“7+1”行动为契
机，大力开展创建绿色小区活动。

为切实抓好绿色小区创建
工作，成立了以慈利县房管局局
长为组长，县规划局、县城管局、
县房管局分管局长以及县零阳
镇政府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物业
管理工作人员、社区居委会负责
人、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物业

服务人员为组员的创建绿色小
区工作领导小组。经研究，将该
县的宏城名居、民欣家园两个小
区作为绿色创建目标小区，宏城
物业服务公司、双安物业服务公
司两家企业作为责任单位， 要对
照《张家界市绿色小区考核办法》
标准逐条进行自查和整改，并建
立“绿色志愿者”队伍，开展形式
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倡导业主
树立节约资源、关注环境保护等
意识，调动小区业主参与创建工
作的积极性。 ■樊道泉 赵晓莉

慈利县房管局创建绿色小区

国家统计局张家界调查队坚
持学法促统， 不断规范统计调查
行为。近日，该队开展全队集中学
习， 组织全队干群集体学习保密
法规及公文、政务信息、统计信息
和数据发布等相关规范性要求。

队长谭敦泉要求，全队上下
要将法治意识贯穿到统计调查
各环节， 努力规范统计调查行

为。要强化保密意识，加强日常
监管，落实保密责任。要加强统
计数据安全管理，规范信息发布
审查流程。加快制定张家界调查
队“七五”普法计划，着力推进全
队统计法治建设。 队党组还就
2016年统计法治工作安排、法
治学习、统计执法等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 ■樊道泉 杨贤峰

张家界调查队规范统计调查行为

丁群芳指导学生们种下“太空种子”。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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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16147期 开奖号码: 9 8 9

湖南省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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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

组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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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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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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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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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23 32 16 蓝球: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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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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