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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2日讯 40年前，
中断了11年的高考恢复，一个时
代的拐点也由此出现，改变了几
代青年人的命运，更改变了中国
教育的走向。 湖南籍雕塑家黄
麓和哥哥黄卫正是第一批受益
者，在得知武汉大学教授、中国
科学院院士查全性是恢复高考
的积极倡导者后，黄麓决定为查
老先生塑像。

无意中发现“恩人”

今年6月， 黄麓和哥哥收看
电视时，凤凰卫视频道播放的一
档节目回顾了1977年冬季恢复

高考的历史，而兄弟二人正是湖
南当年首批参加高考的考生，并
考上了大学。通过节目和查询资
料，他们得知，一位名叫査全性
的学者是当年推动全国恢复高
考的倡导者———1977年8月，在
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科
学和教育座谈会上，时任武汉大
学化学系系主任的查全性强烈
建议，应该停止工农兵推荐上大
学制度，恢复高考招生。在他的
积极建言下，原本计划于1978年
恢复的高考，提前到了1977年冬
季进行。

“原来查老就是彻底改变我
们命运的恩人！” 黄卫回忆道，
1977年冬天，弟弟黄麓回城参加
高考，报考广州美术学院，但因当
年只招收一名考生而落榜， 第二
年夏季高考终于如愿。而他本人也
于1978年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
大学毕业后， 黄麓一直从事雕塑
创作，其代表作包括天心阁“太平
军魂”、贺龙体育场“人与自然”系
列雕塑等，在业内颇有名气。

花半年时间为查老塑像

据悉，查全性教授是我国著
名的电化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
士。1925年出生于南京，1950年
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之后进
入莫斯科大学深造，从事电极过

程研究，主要科研方向包括电极
/溶液界面上的吸附、 电化学催
化、 半导体电化学和光电化学、
生物电化学等，其编著的《电极
过程动力学导论》是我国电化学
界影响最广泛的学术著作和研究
生教材之一。 尽管很多人都称他
为“恢复高考第一人”，但查老认
为，当年自己只是说了几句真话。

“今年正好是恢复高考40
年， 弟弟从事的是雕塑职业，为
何不为查老做一尊雕像？” 黄卫
的提议黄麓欣然应允， 令兄弟
俩欣喜的是，92岁的查老先生
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他们不但
拜访了查老， 还拍摄了许多查
老的照片。 从几百张照片中挑
了几张，决定做成查老的头像，
并选取了几十张查老七八十岁
的照片，以此为原型进行创作。
“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还经常发
照片给查老看， 请他提建议，并
不断修改完善。”

12月9日，带着亲手制作的
两尊雕像， 兄弟二人从长沙驱
车来到武汉大学， 向查老敬赠
雕像和鲜花，表达感恩之心。而
看到眼前这尊高1.6米、采用钢
化玻璃材质制作的雕塑， 查老
惊叹：“太像了”，甚至俏皮而又
认真地问道：“这是用的3D打
印技术吗？”

■实习生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本报12月12日讯 近日 ，
来自长沙市清水塘第二小学的
师生们， 凭借即编即演的故
事， 成功夺得第十二届DI创新
思维中国区总决赛即时挑战的
第一名， 也获得了明年的全球
赛资格。

“财主家的一只公鸡下了一
个金蛋，不小心丢了，于是贴出
告示，找到必有重赏。一个壮汉
看到了， 回家发现自己钓的鱼
肚子特别大，打开一看，发现里
面竟然有个金蛋， 于是拿着金
蛋去找财主领赏。 财主宣布赏

金是自己的女儿，结果，她竟然
比壮汉还要壮……”这个“讲述”
时间不到6分钟的故事， 名叫奇
思妙想的“金龟女婿” ，也是清
水塘小学“清水奇缘队”的获奖
作品。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谭迪熬

本报12月12日讯 家住开
福区50多岁的徐先生近日聚餐
时喝酒吃菜时， 觉得喉咙不舒
服，以为是哽住了，于是强吞了
一个馒头。 未料第二天感觉腹
部疼痛， 经检查发现食道异物
并食道穿孔、纵膈感染。医生提
醒，轻信“老方子”，小心伤身。

徐先生说， 平时鱼刺等其
他异物卡住了也是吞饭吞菜解
决的， 谁知第二天感觉腹部剧
烈疼痛， 来到长沙市第一医院
就诊， 胃镜检查发现竟是一块
白色的骨头卡在食道中下段，
引发疼痛。

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张俊杰

介绍， 被卡骨头的一端已经插
穿了患者的食道， 而且顶在了
主动脉上。经过手术，将一块长
约4厘米、 宽1厘米的骨片取
出。

张俊杰提醒广大市民，进
食后突然出现的胸口或上腹部
的疼痛，多考虑食道异物可能，
有些“土方子” 可能会适得其
反， 划破食道。 要马上停止进
食，立即到医院就诊。不能用饭
团、 馒头或菜叶等将异物强行
吞下，以免造成食道穿孔、纵膈
感染、 异物划破主动脉导致大
出血死亡等严重后果发生。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宋喜

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100项名单公布

湖南大学早期建筑群列入遗产保护
本报12月12日讯 日前，

由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建筑学
会联合公布的“第二批中国20
世纪建筑遗产名录”正式出炉，
包括故宫博物院宝蕴楼、 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100个
建筑遗址项目入选。其中我省的
湖南大学早期建筑群位列其中。

老建筑群
浓缩中国近现代建筑史

“欣赏湖大的这些建筑，就
像观看一部中国近现代建筑
史!”“湖南大学早期建筑群”在
2013年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
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名单。记者曾经采访过湖南大
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据柳肃
介绍， 湖大早期建筑群共有9
栋，分别是：二院(现物理学院实
验楼)、科学馆(现校办公楼)、工
程馆(现教学北楼)、大礼堂、老
图书馆、胜利斋教工宿舍、第一
学生宿舍(现基建处办公楼)、第
七学生宿舍 (现离退休处办公
楼)、老九舍(现重点实验室)。这
些建筑分别建于上世纪20至50
年代。

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洋式风
格， 只有大礼堂和图书馆属于
中式风格， 二院属于折中主义
建筑， 科学馆属于西洋古典风
格， 其它大部分建于上世纪40
年代的建筑则属于早期现代主
义建筑。

据介绍，在全国大学中，校
园建筑群被列为国家级文物的
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
大学、 厦门大学等为数不多的
几所。 像湖大校园内有岳麓书
院和湖大早期建筑群两个国宝
的，就更是绝无仅有了。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 故宫
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认真阅
读优秀的中国20世纪建筑，思
考它们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
乃至工程技术之间的互动关
系，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成为
当代和未来世代理性思考的智
慧源泉。”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 湖南
大学早期建筑群是千年学府百
年名校的光荣历史的承载者，
也体现了一段与国家命运息息
相关的历史沉浮。 说到湖南大
学的老建筑， 还与两次关系国
家历史的重大事件有关。 抗战
爆发后， 故宫内保存的数十万
件国宝为防不测， 分两路向南
迁移。其中一路经过长沙，就存
放在当时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地
下室内。 当这批国宝刚离开不
久，这栋楼就被日军飞机炸毁，
故宫国宝在此躲过一劫。

衡阳忠烈祠去年首批入选

据了解，20世纪建筑遗产
名录是根据时间阶段划分的建
筑遗产集合， 包括了20世纪历
史进程中产生的不同类型的建
筑遗产。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
自2016年9月公布首批名录以
来，得到了建筑界、文物界、设
计界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对增强建筑遗产保护工作、普
及传统审美文化、 传播建筑设
计知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另外，我省的湖南衡阳忠烈
祠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第
一批名单。

■记者 吴岱霞

纪念高考恢复40年

湖南雕塑家为查全性院士塑像

强吞馒头止哽，导致食道穿孔
医生提醒：进食突现胸口痛，应到医院就诊

1945年抗战胜利，日军投降，在国内分设了多个受降
点，其中长衡岳地区的受降点就设在湖南大学。在湖南大
学科学馆（现校办公楼）二楼东头的一间大房间内举行仪
式，当时国民政府的王耀武将军接受日军投降。

链接

曾经是日军的受降点之一

12月12日，航拍湖南大学大礼堂等早期建筑群。日前，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等联合主办的“第二
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发布，湖南大学早期建筑群入选其中。 记者 郭立亮 摄影报道

长沙小学生“奇思妙想”拿下全国第一

査全性（左）收到湖南籍雕塑
家黄麓赠送的雕塑作品。

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