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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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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由叔伯姑妈抚养长大的男孩考上湘潭大学相关报道

得知分数，
抚养他的姑妈哭了

书评

值得一读的《第一堂课》

由姑妈抚养长大的男孩考上湘潭大学，
暑假打工想给家人挣一份礼物
本报记者张沁
实习生任弯湾 李佳美 长沙报道

爱心改变命运
早上7点，
闹钟响起后，
杨棋林迅
速起床，
洗漱完毕，
骑上单车，
往工作
地点赶去。从7月27日开始，
上午8
点到晚上8点成了杨棋林固定的工作
时间。
由于父亲多年前因故去世，
母亲改
嫁，
杨棋林由两个姑妈抚养长大。命途
多舛，
加上对年迈姑妈的担忧，
这个少年
早早想着给家里减轻一点负担。于是，
高考后他便早早前往深圳打工。
“（姑妈们常常）问我的成绩，
要我
听话，
给家里争一口气。
”
没有辜负家
人期望，
这两天，
杨棋林的高考录取结
果出来了，
他被湘潭大学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专业录取。

8 月，深圳，芯片检测机器旁，杨棋林
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起芯片。这样的动
作，他一天要重复无数次。
“放在机器里检测，看芯片有没有合
格。”杨棋林说。今年高考结束后，在邻

居哥哥的介绍下，杨棋林启程来到深圳
市光明区的一家手机组件生产公司上
班，
负责检测芯片质量。
他估计，
扣除自己的车费、
生活费，
工资
应该还剩三千元可供自己支配。
“打算给自
己留一千元，
大学有什么事可以急用；
拿出
一千元准备在叔伯、
姑妈、
姐姐们生日时买
礼物；
最后一千元拿来当大学的生活费。
”

升高中前一个月，
生活费还没着落
杨棋林家住常德市汉寿县丰家铺乡
白竹村，2007 年，杨棋林早年因病失明的
父亲遭遇车祸，不幸去世，未找到肇事司
机；母亲和第一任丈夫争吵受伤，导致双
目失明、右手截肢，在第二任丈夫也就是
杨棋林父亲去世后因无力抚养儿子、生
活难以自理而再次改嫁。之后，杨棋林
的叔叔为他办理了孤儿证，申请了一系
列资助，两个姑妈负担起杨棋林的生活
和学习。
“看开点就行，自己努力就可以了。”
对自己家里的变故，杨棋林十分平和。
他说，一直以来，都有亲戚和很多爱心人
士的帮助，
“有时候感觉自己的人生还蛮

好的，以后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也想去
帮助其他人”
。
开朗的杨棋林也会有心情不好的
时候，比如为成绩上不去和学杂费问题
忧虑。
“但都会自己把情绪消化掉。”杨棋
林回忆，初中时，自己一直住在二姑妈
家，在升高中前一个月，自己的生活费还
没着落。
“ 二姑妈家当时在修房子，欠下
几万元债务，家里实在拿不出这笔钱。
”
最终是当地教育局的两个老师解决
了此事，这让他铭记于心。
“ 一个给我发
了 500 元，一个给我发了 300 元，是他们
自己的钱，很谢谢他们。”

“二姑妈当时就哭了，
说这下放心了”

杨棋林。图/受访者提供

高三第一次月考时，
杨棋林得了年级
第一，高考中数学也达到了 137 分。对于
学习，
杨棋林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之前考试喜欢错一些简单的，后来
就用几个本子整理错题，把知识点记在
上面，有空就拿出来看。”他说，自己比较
重视基础，太难的题目也不去深究。
今年高考查分时，杨棋林正在大姑
妈家，
看到 577 分的分数，
他激动非常。
“因为比我估的分高。”杨棋林立刻
将分数发到微信家族群里，并同在外打
工的二姑妈通了视频电话。
“二姑妈当时
就哭了，说前几天还睡不着，为我担心，

现在好了，这下放心了。”
在学校和专业的填报上，
杨棋林自己
拿了主意，
大部分填的是工科专业，
并成功
被湘潭大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录取。
“我要选择我喜欢的，另外还考虑以
后考研和就业的问题。
”
他说。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杨棋林也
有着自己的期待。
“首先肯定是不能耽误
学习，然后看能不能找点兼职补贴生活
费，
也可以给家里减轻点负担。二姑妈如
今已年近六十，还在外打工，生活并不特
别宽裕，
能给家里减轻一点负担是一点。
”
杨棋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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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报名让爱心改变命运
2020 年“爱心改变命运”慈善助学活动已正式启
动。该活动系湖南省慈善总会、中联重科、潇湘晨报、
湖南经视联合打造的慈善品牌项目。如果你是今年
的高考考生，并被院校录取，正在为学费发愁，可按照
要求进行报名并将相关申请材料邮寄至潇湘晨报爱
心助学小组，
申请 3000 至 5000 元不等的资助。
资助对象：2020 年，我们将对被录取的二本以上
院校（即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本科二批）的新生，属
城镇、农村低保（特困）户子女、建档立卡贫困户或者
孤儿纳入资助对象。
申请方式：
1.符合条件的贫困大学新生可直接扫描潇湘晨报相
关报道二维码报名（文末附报名表单二维码）。
2.符合条件的贫困大学新生可拨打潇湘晨报新闻热线
（0731-89776510）咨询或报名。
3.可登录
“ZAKER潇湘”
报名。在各大应用商店下
载
“ZAKER”
App，
选择定位
“长沙”
进入
“ZAKER潇湘”
，
找到置顶文章
“2020爱心改变命运慈善助学活动正式启
动”
，
进入文章拉到底部，
点击报名按钮即可报名。
4.助学名单按照不重复资助的原则，通过筛选、
审查后确定资助名单。报名后，收到爱心助学小组反
馈通知后再邮寄申报材料。
5.申请报名者初步审核后登录湖南慈善网，下载
打印《2020“爱心改变命运”慈善助学活动申请表》，按
要求填写后，和录取通知书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复印
件、
银行卡复印件、
低保证复印件或农村建档立卡手册
首页复印件、
特困对象复印件等证明材料、
医院重特大
疾病诊断书材料一起邮寄到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潇
湘晨报社采访中心爱心助学小组收。
6.名单审核确定以后，
由省慈善总会拨付助学金。
捐赠方式：1.银行转账
捐赠热线：0731-8450204984502283
捐赠账号：
户名：湖南省慈善总
会账号：582057360949
开户行：中国银行长
沙市东风路支行
2.网络捐款
报名二维码 捐款二维码

认穴位辨药材，
小报童化身小中医

坐小火车穿白大褂了解望闻问切

2020潇湘晨报快乐小报童暑期总动员活动走进湖南妇女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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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夏盛 实习生申晟 长沙报道
“中医穴位原来这么神奇！”
“称中药材
要求好精准！”8 月 22 日下午，2020 潇湘晨
报快乐小报童暑期总动员活动走进湖南妇
女儿童医院，
“ 小小中医”的一系列体验活
动让小报童们收获了乐趣和知识，并获得
了“优秀小医生”证书。这也是小报童们用
实际行动向医生致敬。

以后妈妈你肚子疼
我就能帮你治疗啦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医药发
挥了重要作用。中医启蒙在年少，中医兴
趣需培养。如何激发小朋友对中医药的兴
趣？那就和中医来一场亲密的接触。
“葵花点穴手小朋友们听说过吗？”
“听
说过。”台下有的小朋友赶忙用双手摆起了
架势。
湖南妇女儿童医院中医儿科医生李雪
冰用小朋友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小朋友沉
浸在小中医体验中。
课堂进行过程中，一个个圆形小贴纸
被送到了孩子们的手上，正在孩子们好奇
小贴纸的用法时，李医生放出了一张腿部
示意图。
“小朋友们，我们来一起找到足三里
穴，然后把手里的小贴纸贴在上面好不
好呀？”
原来，贴纸的作用是利于老师观察孩
子们的学习效果。李雪冰介绍，足三里穴
是位于小腿外侧、犊鼻下三寸的一个穴
位。按摩足三里穴，对于胃痛、呕吐、腹痛
等病症有着很好的功效。
“我贴好了。”黄若希小朋友很快找到
了位置将贴纸贴上去，并获得了奖品香囊
一个，
“ 以后妈妈你肚子疼，我就能帮你治
疗啦。”妈妈一听甚为感动。
李雪冰还以孩子们在家的饮食情况为
切入口，为孩子们解释了为什么自己有的
时候就是不想吃饭、什么样的饮食习惯是
健康的、为什么有的孩子吃饭很多却依然
十分瘦小三个问题，引入了中医中的药膳、
敷贴、推拿等治疗方法。不少家长都跟着
一起学。

活动现场。组图/记者杨旭

精准到克，
做一次称药拿方的
“小中医”
识药小能手的环节更是让小朋友们
睁大了眼睛。
李雪冰先向孩子们介绍了小茴香、
茯苓、高良姜等常见中药，又介绍了中药
煎服、制丸、敷贴等不同的使用方式。简
简单单的草药，竟然能够通过医生的一
双巧手，变为功能多样的各种药材，孩子
们纷纷伸长了脖子，
聆听李医生的讲解。
“现在，由我们的小医生们，亲自上
手称一称讲台上这些中药的重量好不好
呀？”
李雪冰问。
“好！”听见可以亲自上手接触中药，
孩子们涌到讲台前，
排队进行操作。
两边的长条桌上各摆放了 3 杆秤，还
有一些中药材茯苓。李雪冰告诉大家：
当右手提的是红色提手时，秤杆上每一
个点是 1 克，每 10 点为 1 个大点，即 10
克。最高数值为 50 克。
张邱景小朋友将 6 颗茯苓放进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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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晨报大厦

右手提红色的提手，将秤砣缓缓地向外
动了动，终于秤杆呈水平状。
“ 应该是 9
克。”当得知是准确的答案时，张邱景笑
着露出两排牙齿。张邱景父亲表示，对
于习惯了电子秤的孩子们，传统秤的使
用也是十分新奇的。
薰薰小朋友体验得更小心谨慎，
她感叹：真是一个精细活，来不得半点
马虎。
课堂活动结束后，陈翰麒小朋友拿
着自己在活动中获得的中医香囊、药膳
棒棒糖、中药敷贴，开开心心地回到了妈
妈的身边。对于中医，他很久之前就十
分好奇，他表示，通过这次的活动，他认
识了中医的博大精深，也明白了爸爸妈
妈提出的早睡早起、饮食均衡的要求，原
来都有着自己的道理。他表示，自己以
后会注意“阴阳平衡”——吃肉的同时，
也要吃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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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课”指的是什么？在本书中，它指
的是巫鸿先生在哈佛和芝加哥大学所讲授课
程的第一堂课。第一堂课通常是非常出彩的
——它要引起学生选课的兴趣，也是提纲挈领
的 —— 它 要 让 学 生 了 解 整 个 学 期 里 每 周 花 费
几课时，在这门课上能够学到些什么，需要做
些什么。本书直截了当以《第一堂课》命名，汇
集 了 巫 鸿 开 设 过 的 二 十 四 门 课 程 的“ 第 一 堂
课”，其价值不言而喻。
这是一本对艺术爱好者和美术史学人都很
有意义的书。对新入门的艺术爱好者而言，这
是一本并不“高高在上”的艺术史专业书籍，巫
鸿的写作一向深入浅出，哪怕是他很多富于思
辨性的学术专著，也不会让人在阅读过程中觉
得费解。同时，这本书里汇集了很多作者个人
富有创新性和代表性的研究美术史的思路和概
念，如他对“纪念碑性”
“ 女性空间”
“ 废墟”
“ 墓葬
美术”
“ 礼仪美术”的研究，作为一个新人进行阅
读，收获到的绝不是对美术史知识点和作品的
罗列，而是对中国艺术更丰富的看待方式，生出
一种豁然开朗之感。
对美术史专业的人来讲，巫鸿先生的著作可
以说是必读书目。但在本书中，巫鸿是作为一位
“老师”，而不是“学者”或“策展人”出现的。阅读
书中的文字，巫老师站在讲台上娓娓道来的样子
仿佛跃然纸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精力和机
会去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听取巫鸿老师的讲
授，但这本书多少弥补了这样的遗憾，也让人看
到了他在研究生课程中对学术训练的要求，并以
此勉励吾辈。
此外，就像郑岩老师谈到的：
“ 这些稿子其
实蛮有意思。慢慢地你会发现他讲的很多东
西，后来都发展成他的文章和书了。”在这些课
程里，有太多巫鸿先生著作的影子，看着这些
“ 第 一 堂 课 ”就 好 像 看 到 了 这 些 专 著 还 在“ 幼
芽”时期的样子，你甚至能从时间性上看到它
的“成长”，例如第二十讲和第二十一讲中国绘
画中的“女性空间”，在跨越二十余年的时间里
不 断 有 新 材 料 和 想 法 丰 富 进 来 ，最 终 形 成 了
2018 年的新书，也回答了很多人过去对巫老师
著述之丰富、所涉之广博的疑惑——这背后其
实是有丰富的沉淀在的。
作为老师的巫鸿，总是在不断把自己最新的
研究想法分享给学生，而学生也在课堂上给到他
反馈，
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文/张家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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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还）想不想要了解一下中医医生
是怎样看病的呀？”听到讲解员的声音，穿着小小
白大褂的小医生们，好奇地凑到了讲解员身后，
自觉地排成两条队伍，等待讲解员带领参观。
整个儿科的墙面都是温馨的彩色壁画，随处
可见小朋友的桌椅、玩具，最让小朋友们兴奋的
是一进医院就有小火车，让小朋友仿佛置身于
“游乐场”
。
小报童组成的“小小专家团”，重点参观了中
医儿科门诊、中药敷贴雾化室和中医推拿诊室
等。在参观的过程中，由讲解员向孩子们讲解每
个科室的工作内容，阴阳协调、经络通畅、望闻问
切等中医概念，
在讲解员通俗的讲解下，
都化作了
容易理解的概念，
进入孩子们的脑瓜中。
到达中医推拿室外，孩子们都被吸引了。
“姐
姐，这个推拿会不会痛啊？”一个小朋友凑到讲解
员身边提问，得到不会的回复后，羡慕起正接受
推拿治疗的小朋友。
活动结束后，周辰浠说自己收获满满：近距
离学到了一些中医知识，以后有这样的活动还要
参加。还有人感叹，停车场里有动物，大厅里有
奶茶、钢琴、小火车，医生可以叫“阿姨”，这样的
医院是游乐场吧！
湖南妇女儿童医院的负责人介绍，湖南妇女
儿童医院作为一家国际化三级妇儿专科医院，拥
有雄厚的中医医师资源，就这次活动，他们希望
通过医生们的讲解让孩子们了解到中医博大精
深，也为中医在下一代中的传承储蓄力量。可能
在今天的小医生中，就有一位会成为未来的中医
大家呢？
据了解，湖南妇女儿童医院儿科作为医院的
重点学科之一，拥有集疾病预防、疫苗接种、体
检、咨询、评价、指导、干预和教育于一体的儿童
健康服务体系，为 0-18 岁的少年儿童提供专业
细致的医疗、健康服务。涵盖与孩子生长发育相
关的全专业科室，整个儿科就是一个小型的“儿
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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