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带着脑瘫养女四处求医，还自学中医为女儿做康复理疗

“上天送我的天使，怎能因缺陷而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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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左，左右左，信心百倍，斗志
昂扬……”11月4日上午，慈利县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操场，66个班级3000余
人身着校服正在课间跑操。 计算机
116班的班主任郭华林跑在学生侧
边，神情却显严肃。

“班主任凶吗？”跑操结束后，记者
拦住学生们。七八张笑脸都摇头。一个
名叫熊潘的学生为老师辩解：“他看上
去很凶，但其实很温柔，我们都叫他
‘郭爸爸’！”

郭华林能当上“爸爸”，是因为年
复一年的爱的坚守。

30年，他给学生写了500余封信

1990年夏，从长沙农校水产专业
毕业的郭华林，满腔热情地进入慈利
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郭华林很快发
现，中职学生大多是留守少年，长期
缺乏父母陪伴，不善表达，性格也叛
逆。“要帮助他们， 必须要走进他们的
内心。”在长达数夜的思考后，郭华林
决定用书信和学生交流。从1990年开
始，“书信教学法”成为郭华林与每一
届学生的见面礼与“必修课”。他坚持
了30年，收到了500余封信，也回写了
500余封。

“讲心里的委屈，说我的梦想。”提
及写给郭华林的第一封信， 熊潘腼腆
地笑了。她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女孩，心
里一直藏着要考湖南师大的梦想，但
被同学说是“痴人做梦”，为此她还哭
过几回。“是郭老师让我重拾了自信。”

熊潘说，郭老师在信里把她的优点一条
条地摆出来，并按月列出学习计划和目
标，还严格监督执行。渐渐地，熊潘找回
了自信，还成了班上的学习标兵。

有了书信交流， 郭华林和学生们
的心近了。1998年， 郭华林当上了父
亲，有学生开始叫他“郭爸爸”。

“书信教学法”凝结着对学生的爱

小海是郭华林上一届的学生，经
常敌视女同学。通过书信交流后，郭华
林才解开谜团。原来，小海从未见过父
亲，却跟随母亲3次改嫁，心里对母亲
充满仇恨，想通过故意把成绩考差、打
架等行为来报复母亲。

为了改变小海对母亲的敌意，郭
华林在班上定了一个“每个周末打电
话问候父母”的规矩，回访若未完成，
会有“惩罚”。同时，郭华林还和小海的
妈妈演起了“双簧”。若小海犯错，郭华
林会要求其母亲将其领回家思过，需
母亲来再三“求情”，才准许小海回校。
慢慢地，小海和母亲的关系亲近了，也
更爱学习……

回首这30年里，郭华林的“书信教
学法”惠及的学子无数。如今，在他的
办公室抽屉里，依然保存着那些书信，
而郭华林独特的“书信教学法”，也得
到了学校的认可和推广。“带班有方，
治班有道。”学校党支部书记陈家辉赞
扬郭华林不仅是学生的好老师、 好爸
爸，也是老师的好榜样，学校的模范担
当。 ■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湖南湘格新材料有限公司：
自 2011年开始， 贵司向我方承租长沙县福

临镇冷冻库房（含原冷冻库范围内的房屋和土地
使用权，以围墙为界，以下简称该冷冻库房），因
贵司拖欠我方租金数额巨大且时间较长，经多次
催要未果，特登报通知如下:

1、依据贵我双方之间《厂房租赁合同》的约
定，自本通知见报之日起，我方解除与贵司签订
的《厂房租赁合同》；

2、 请贵司在本通知见报之日起 3 日内将贵

司所拖欠我方的租金、违约金全部付清，并将贵
司存放在该冷冻库房内的所有物品搬离后将该
冷冻库房交还给我方；逾期未处理的，我方将自
行收回该冷冻库房（贵司未处理的上述物品将视
为放弃，我方将自行处置），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
追究贵司拖欠租金及违约金的的权利。

特此通知！

长沙县福临镇人民政府
2020 年 11 月 13 日

关于解除《厂房租赁合同》的通知

11月9日， 农行娄底分行在该行
活动室举办瑜伽兴趣爱好者练习活
动。 这是该行多年来坚持人文关怀员
工、丰富员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员工
健康体质的一个细节。

近年来，该行坚持牢固抓实党建和
业务经营工作，坚持以人为本，持续关心
关爱员工精神文化生活和身体健康，通
过新建和改造员工活动场地、添置活动
器材，外聘指导教练和老师等，引导员工
选择喜爱的兴趣爱好项目，培养良好的
工作、学习、生活习惯，让员工拥有健康
的体质、 旺盛的精力和愉悦的心情，服
务社会经济发展。

该行先后组建了篮球、气排球、柔

力球、健身操、瑜伽及礼仪、摄影等10
多个兴趣爱好小组， 坚持小型多次的日
常活动与全行性大型活动相结合的方式，
持续开展训练、讲座和比赛，多层次、全方
位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体育生活，为更好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心”动力。

为缓解员工参与文化体育活动与
工作时间的矛盾，该行工会每年初提前
计划活动安排，做到各兴趣爱好小组每
月至少有2次活动， 尽量避开全年重点
工作集中冲刺阶段，利用节日期间交叉
开展多项全行性赛事，利用双休日或晚
上，进行训练和讲座，确保各项文化体育
活动有时间、场地和员工有时间参加。

■通讯员 王志明 经济信息

农行娄底分行：引导员工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当初去福利院领养时，看
到她的第一眼， 就认定她是我
的宝贝了。”8年前，不能生育的
胡松洲在永州的一所福利院里
见到四个月大的援援， 便决定
收养这个眼睛忽闪忽闪看着她
的孩子。 但欢快的亲子生活没
过多久， 援援在一岁两个月时
被确诊为脑瘫引起的运动神经
萎缩。 胡松洲毅然拒绝旁人提
出将援援送回福利院的建议，
开始了漫长的带女求医之路。

11月12日，三湘都市报记
者在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的康复
室里， 见到正在训练独立行走
的援援， 还有一旁陪同的胡松
洲（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

■记者 叶竹 实习生 陈力
视频剪辑 实习生 陈力

援援双手紧紧扶着杆子，
每跨一步，胡松洲都会在一旁
帮她计数，投向女儿的目光坚
定而温柔。“多年来，这样的康
复训练已是常态，但对援援每
次训练时跨出的每一步，我都
不敢懈怠，也抑制不住心中激
动。”说话间，胡松洲熟练地上
前扶住下楼梯的援援。

8年前， 来自张家界桑植
县的胡松洲在永州福利院里
领养了四个月大的女婴援援。
援援一岁两个月时仍然不能

像正常小孩那样行走，被确诊
为脑瘫引起的运动神经萎缩。
医生告诉胡松洲，这就意味着
援援这辈子虽然智力正常，但
有可能连站起来都很困难。

那段时间，胡松洲几乎面
临崩溃，整日以泪洗面。身边
许多人都劝她，趁相处时间不
长，感情还没有那么深，早点
放弃这段母女情。福利院知道
这个情况后，也主动打电话来
表示可以把孩子送回去。

已经开始会说几个简单

词语的援援，看着整日流泪的
妈妈，以为是自己没好好睡觉
让妈妈伤心了，乖巧地一只手
拉着胡松洲，一只手拍着自己
的小肚子说，“妹妹， 睡觉觉，
妹妹，睡觉觉。”看着孩子那双
忽闪忽闪的眼睛，胡松洲做了
一个重要的决定。

“这是上天送给我的天使
啊，怎么能因为有些缺陷就抛
弃她。”她心一横，决定一定要
带着援援把病治好。

病情确诊以后，胡松洲带
着援援去往各地求医。回忆那
段艰难的求医时光，她声音哽
咽，“女儿太懂事了， 睡觉吃
饭，认真配合治疗，从来没让
我操心过。”

为了女儿更好地恢复，
2015年时， 胡松洲开始自学
中医知识， 每天为援援做推
拿。慢慢地，胡松洲发现，她
四处学来的中医知识和经
验， 在援援身上有了不错的
成效。2017年， 胡松洲辞去
了原本的工作， 开了一家中
医疗养院， 专心为女儿进行

康复理疗。
2017年，湘雅博爱康复医

院检查评估援援的病情后告
知胡松洲，孩子可以通过手术
配合后续的康复训练实现行
走。从那之后，援援每天开始
了更多次的康复理疗，并经历
了多次手术。 就在今年9月份
的一次手术之后，援援开始尝
试训练独立行走。

胡松洲经常在朋友圈中
记录着女儿训练的过程，援援
踏出的每一步都见证着这位
母亲柔软却又坚定的爱。“求
医治疗康复的过程很艰难，一

路上都是援援的乐观在不断
地治愈着我。” 因为康复训练
的需要，胡松洲每年至少会有
几个月带着女儿来到长沙，租
金70元钱一天的小屋，便是母
女俩的临时住处。

现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援
援已经认识很多字。除了学习
课本上的知识，每天睡前她都
会在镜子前朗读课外书籍。
“我长大后想成为一名医生，
还想成为一名演说家，可以帮
助、鼓励很多人。”在妈妈的鼓
励下，援援用稚嫩的童音说出
了她的梦想。

一眼结缘，带着养女踏上漫长求医路

不离不弃，母女俩相互“治愈”

郭华林，1968年2月出生，
1990年8月进入慈利县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从教30年，先后
担任12届班主任，2008年被评
为“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优秀
班主任”，2017年9月被评为张
家界市“模范班主任”，2020年
10月被评为首届湖南省中等
职业学校“最美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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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余封信饱含对学生的爱
从教30年的郭华林，被学生称为“郭爸爸”

在妈妈的陪伴下，援援边进行康复治疗边学习。 受访者 供图

郭华林在备课。 向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