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14日讯 10月12
日，吉首大学迎来建校60周年纪念
日。活动期间，该校举行了沈从文
研究国际学术论坛、 湖南民族高
等教育60周年成果展、 校地合作
签约仪式等多项活动。据悉，1958
年， 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复成立吉

首大学，目前，吉首大学已成为武
陵山片区规模最大、 学科门类最
全、 办学层次最高的高等学府，60
年来培养了30余万名优秀人才。

在沈从文研究国际学术论
坛上，128名国内外沈从文研究专
家学者进行了探讨。上世纪七十年

代以来， 吉首大学积极开展沈从
文研究， 并建成了吉首大学沈从
文研究所和全球唯一的沈从文纪
念馆。校庆日当天，该校修建的从
文广场正式启用，铸造的沈从文塑
像揭幕。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通讯员 孙立青

人们常说“孩子犯了
错，上帝也会原谅”，就是因
为他们是孩子，而且班上人
的基数大， 个体差异大，日
常的犯错， 成了家常便饭。
这时候，需要耐心，需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剖析犯错的
本质，给予孩子时间，慢慢
改正。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
之计，莫如树人。”可见古人
早已知道，人的培养是一辈
子的事，是一项不能立竿见
影的工程。就让我们耐心等
待， 给孩子足够的时间；耐
心指导， 给孩子搭梯建桥；
耐心发现，找到学生身上的
闪光点；耐心教育，找到开
启孩子心门的钥匙。

担任班主任五年多，在
耐心教育这方面，我是颇有
心得的。我对难管理、经常
违纪的学生建立了专门档
案，把每次违纪情况，谈话
记录以及谈话后他自己写
的决心书、保证书等一块放
在里面，这样既有利于监督
和督促他自己改正错误，也
便于为今后与家长谈话积
累材料。

比如去年毕业的一位
学生，同学们都说他比较聪
明， 但就是学习不用功，自
制力较差， 有一次自习课
上，他又在闲谈，让我逮了
个正着，我严肃批评他的同

时，也拿出他多次违纪的记
录，这次他真正认识了自己
的错误，觉得老师一次一次
地宽容他， 尽力帮助他，自
己真的太不应该，痛苦流涕
地恳请我的原谅，趁此机会
我便顺势对他进行教育，自
此之后他如同脱胎换骨一
般，刻苦努力学习，最后凭
借优异的成绩如愿考上了
高中。因此，热爱学生，就要
宽容他犯错误，相信学生能
改正好， 同时更需要耐心，
反复教育，才会收到一定的
效果。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
“教育艺术的基础在于教师
能够在多种程度上理解和
感觉到学生的内心世界。”
做好学生教育工作，除了持
久的耐心，我们还需要有高
度的责任心和爱心。

老师对学生的爱，不仅
仅存在于自己的心中，更要
显示出来， 让学生感觉的
到，哪怕是一个微笑，一次
提醒，一句问候，一次鼓励
和帮助，都会使学生感到老
师的关心和爱护。 天冷了，
我告诉学生穿的暖一点；下
雨了，我提醒走读的学生注
意安全；学生进步了，我及
时表扬；犯了错误，我总是
耐心教育……用真情换真
情，自然事半而功倍。

■长郡·浏阳实验学校
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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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身上， 最值钱的，是
装在脑袋里的知识和一颗责任
心。”袁隆平告诉记者，尽管目
前我国超级杂交稻研究跑到了
世界的最前沿， 但倘若有所分
心、放松，别的国家可能就迅速
赶上并超过你了。更何况，美国
等发达国家的分子生物技术，
远远跑在我们前面。

一说起水稻， 袁隆平的话
匣子打开就收不住了：“我们现
在开始做三一工程。 三分田养
活一个人。一个人一年365斤粮
食， 我们湖南播种6000万亩稻
田，1/3搞超级稻， 那就能用
30%的田，产一半的粮食。现在
全世界有1亿6千万公顷稻田，
其中23亿亩平均产量不到4吨，
用上超级稻，每公顷增长2吨非
常容易， 明年就能增长1亿6千
万吨粮食，多养活5000万人口。
肚子饿的滋味不好受啊。”

说了现状， 老人还说起了
未来：“我们现在推广的是第
三代杂交水稻，我们要搞第四
代杂交水稻———碳四型。碳四
的光合机制不同，把光合效率
提高30%， 那产量又要上一个
台阶。未来是第五代，是最高
阶段，把杂交种子优势固定下
来， 遗传结构跟母体一样。看
本世纪中叶能不能发展出
来。”

袁隆平就是这样一位埋
头苦干的“中国脊梁”，他跳过
了科技创新的一个又一个高
度，用行动深刻地诠释出了何
为真正的科学家精神。 这位
88岁的耄耋之人放弃了本可
安享晚年的岁月静好，一直奋
斗在水稻育种一线。他的精神
值得我们所有年轻人学习，我
们应该向这样的“中国脊梁”
致敬！

为回馈广大彩民对福利彩票的
支持，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促进福彩事业持续健康发展，10月
12日至10月16日，湖南本土快开游
戏———“快乐十分之动物总动员”
1500万派奖活动进行中。

活动期间，“快乐十分之动物总
动员”游戏“选一数投”玩法单注奖金
由24元增加至30元，“选一红投”玩法
单注奖金由8元增加至15元，“选二
任选”玩法单注奖金由8元增加至10
元，“选二连组”玩法单注奖金由31元
增加至40元，“选二连直” 玩法单注奖
金由62元增加至80元，“选三任选”玩
法单注奖金由24元增加至30元，“选
三前组”玩法单注奖金由1300元增加
至1700元，“选三前直”玩法单注奖金
由8000元增加至9900元，“选四任选”
玩法单注奖金由80元增加至100元，
“选五任选”玩法单注奖金由320元增
加至410元。如果1500万派奖资金提
前派完，派奖活动顺延至当天最后一
期，超出派奖资金由调节基金补足；
如果活动期满派奖资金未派送完
毕，则剩余资金返还至“快乐十分之
动物总动员”游戏的调节基金。

20只可爱的“小动物”正在福彩
投注站等着您，快去体验吧！

经济信息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
法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的
确，我们的时代，不仅需要叱咤风云的辉煌业绩，
更需要众多的“脊梁”，它是支撑社会风气、道德良
知的中流砥柱。

从今天起，本报将推出《时代脊梁》特别报
道，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激励和鼓舞我
们继承他们的传统，点亮我们的前进之路。

袁隆平：只有下田最快乐
他有两个梦：禾下乘凉梦和水稻亩产1000公斤梦

开栏语：

耐心做教育 “动物总动员”
1500万派奖火热进行中

■记者 刘璋景

袁隆平， 一个家喻户晓的
名字。对于“00后”而言，袁隆平
可能是一位为国家做出过巨大
贡献的“杂交水稻之父”，因为
他在《生命科学》、《语文》和《生
物学》等教材中经常出现；对于
“80后”而言，袁隆平可能更像
是一位“劳动模范”、“时代先
锋”，因为在几十年中，他始终
走在了国家粮食科研的最前
沿，从未淡出过人们的视线；而

对于老一辈人而言， 袁老则可
能是他们最想感谢的人之一，
因为他在中国粮食最匮乏的年
代，让大米的产量得到提升，切
切实实地缓解了人民的温饱问
题。

88岁！在一个本该“颐养天
年”的年龄，袁隆平依然奔走在
田野中， 他说每个活着的人都
应该有追求的梦想， 而自己也
不例外。

“只有下田最快乐”———这
是袁隆平不变的心情。

9月20日，在湖南省农科院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精神矍铄
的袁隆平一如既往幽默诙谐的
语言引发阵阵掌声。

为什么能在田间找到快
乐？ 袁隆平笑称为了追求自己
的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我的
梦里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
子粒有花生米那么大。 另外一
个梦想就是， 我希望我的水稻
亩产1000公斤梦早日实现。

为了这两个梦， 在刚刚过
去的两年时间里， 袁隆平交出
了这样一组数据：

2017年9月， 在水稻育种
上有了突破性技术， 把亲本中
的含镉或者吸镉的基因“敲
掉”，亲本干净了，种子自然就
干净了。

2018年5月，位于三亚水稻
国家公园的有机覆膜直播试验
示范田进行测产验收， 测得亩
产1065.3公斤， 创下海南省水
稻单产历史最高纪录。

2018年10月，种植超级杂
交稻品种“湘两优900”，预计亩
产达1600斤。

“科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
追求也是没有止境的， 活到老
学到老，这就是我动力来源。”

只有下田最快乐

科研的脚步从不停止

吉首大学庆祝建校60周年，沈从文塑像揭幕

10月14日，2018年首届武陵山片区土家族织锦大赛张家界地区资
格选拔赛在湖南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乖幺妹土家族织锦基地举行，近百名
土家族织锦从业者参加选拔。 吴勇兵 摄

织锦机上赛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