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英明

通讯员 李杏仁

近日的一个夜晚， 长沙

市雨花区洞井镇 “农家夜

校”———“身边的好典型故事

会”正在开讲，该镇创先争优

活动“率先致富小康旗”代表

丑小武 、“模范带头先锋旗 ”

代表邓映军， 分别讲述了自

己创业致富和模范带头配合

征地拆迁、 支持重点工程建

设的典型事例， 在听讲的党

员群众的心中引起了共鸣。

“这种典型就在我们身

边 ， 他们的故事听来很亲

切。 ”听完故事，桃花村村民

刘军激动地告诉记者。

接下来，是远教风景线、远

教新讲“法”和远教电影院三个

版块内容。 在远教风景线———

“幸福桃花人”中，村民自编自

演了花鼓节目 “龙舞桃花”，展

示了当下近郊农村党员群众文

化娱乐新生活， 体现了新农村

建设以来的农村新风尚。 在远

教新讲“法”———“理财新思路”

中， 长沙市金牌理财师作村民

投资理财辅导， 为广大近郊开

发过程中逐步走向富裕的党员

群众上了一堂很有意义的投资

理财课，通过案例分析、现场互

动、数据论证等形式，让农村党

员群众深刻体会到投资理财是

门学问，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最后， 为大家放映反映农村生

活的精彩电影。 不同寻常的视

听盛宴为农村党员群众送来了

丰富的精神大餐。 党员群众积

极参与互动讨论， 现场气氛热

烈，高潮迭起。

这，是该镇举办的“农家

夜校”生动而丰富的一课。

洞井“农家夜校”是该镇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利用农

村远程教育新手段， 贴近党

员群众， 服务党员群众的一

个重要学习平台。 镇党委书

记担任 “农家夜校 ”校长 ，镇

党政办为下设办公室， 并结

合实际，以“党员干部经常受

教育，农民群众长期得实惠”

为宗旨， 制定了教学活动实

施方案， 力求教学内容贴近

农村需求， 教学方式贴近农

村现状、 教学组织贴近农村

实际。雨花区副县级干部、洞

井镇党委书记黄波介绍说 ，

“农家夜校”就是要利用农村

党员群众晚上的闲暇时间 ，

以大家共同关注的政治 、社

会、经济、民生等为话题进行

共同学习探讨。

为了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

“农家夜校” 既有多个固定教学

平台，又有“流动大课堂”，给广大

群众送去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各种科学知识、生活常识和就业

技能。 因为内容丰富多彩，受到

农村党员群众的欢迎。成为人民

群众的“信息传棒人、理论‘翻译

官’、致富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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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月

28

日讯（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栾常军）据省供销社统计，

2010

年， 我省供销社系统完成商品购销

额

94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7%

。 在

2010

年度全国供销社系统综合业绩

考核中，省供销社居全国第六位。

供销社系统长期担负着为 “三

农”服务的重任，在搞活农村市场流

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据介绍，截至

2010

年底， 我省供销社系统已建立

农资连锁经营网点超过

1

万个，农资

年供应额达

73

亿元， 占全省的

67%

。

在大宗农产品收购中， 供销社系统

收购了全省

63%

的棉花 、

75%

的茶叶

和

40%

的柑橘。 购销两头旺，

2010

年，

全省供销社系统实现利税

8.6

亿元 ，

同比增长

34%

。

为应对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潮

流，

2010

年， 省供销社在娄底建立了

全国第一家 “网上供销社 ”，成功打

造出 “网络

+

实体”、“互联网

+

通信

网”，集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于一体

的 “娄底模式 ”，其经验被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在全国推广。

2010

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对我省供销社系统的项目扶持资金

总额居全国第三位 ，

52

个项目共获

得扶持资金近

4000

万元。

30

个基础较

为薄弱的县级供销社，分批纳入“新

网工程”重点扶持范围，恢复各类经

营服务网点

7900

个， 经营服务网络

逐步健全，经营额快速增长。

供销社系统年购销额947亿元

湖南居全国省级供销社综合业绩第六位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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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邓晗

【判决结果 】一心 “救

夫”作假证，触犯刑律获牢

狱之灾。 日前，沅陵县人民

法院对一起出具虚假证明

干扰审判的案件判决正式

生效， 被告人罗仙娥因妨

害作证罪， 被判处拘役四

个月。

【案情回放】罗仙娥，系

沅陵县畜牧水产局原局长黄

某的妻子。 去年

8

月，其丈夫

黄某因涉嫌贪污、受贿被检察

机关提起公诉（现已被判刑）。

为减轻丈夫黄某的罪

行，罗仙娥于去年

8

月中旬的

一天， 找到曾给黄某行贿的

当地生猪养殖户陈某及其女

儿陈金萍（另案处理），在没

有退还行贿款的情况下，指

使他们出具证明材料， 证明

她已经替黄某将

1

万元行贿

款退还给了陈金萍。 陈金萍

遂按照罗仙娥的要求写了虚

假收据， 并虚构了退款事实

经过。

2010

年

9

月

2

日， 黄某

贪污、 受贿案一审开庭时，

罗仙娥将这一虚假证明材

料通过黄的辩护律师递交

给法庭， 造成该案延期审

理。 后经检察机关侦查，罗

仙娥伪造证据的真相大白。

去年

9

月

30

日， 罗仙娥因涉

嫌妨害作证罪被逮捕，同年

12

月

7

日被依法提起公诉。

【争议焦点 】向法庭出

具虚假证明是否构成犯罪。

【法官说法 】沅陵县人

民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向

华说，刑法第三百零七条规

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

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

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帮助当事人毁

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司法工作人员犯前两

款罪的，从重处罚。 ”

本案被告人罗仙娥无

视国家法律 ，以教唆 、劝说

的方法指使他人作伪证，其

行为已构成妨害作证罪，但

情节尚不严重。法院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温馨提示 】作为领导

干部的妻子理应在平时当

好 “贤内助”， 把好 “廉洁

关”， 而不是干那些案发后

出具假证来帮助丈夫逃避

或减轻法律制裁的蠢事。这

样不仅救不了丈夫，还害了

自己，招来牢狱之灾。

作假证“救夫”获刑罚

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电子邮箱：

lijunjizhe998@163.com

联系电话：

0731-84329539

主持人：李军

本报

1

月

28

日讯（通讯员 胡敏 钟

妍 记者 李国斌 ）

1

月

20

日至

25

日 ，由

文化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我们的节日———百名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迎春展示活动 ”

在北京各大商场举行， 我省土家织锦

技艺等

4

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的

6

名传承

人参加了展示活动。

迎春展示活动选择了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

100

个与民众

年节文化密切相关的项目 ，如河北蔚

县剪纸 、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 、北京

灯彩 、山西闻喜花馍等 ，各项目的代

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了其精湛的技

艺。 根据主办方的邀请 ，湖南土家织

锦技艺 、苗族银饰锻制技艺 、蓝印花

布印染技艺 、 踏虎凿花

4

个国家级非

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刘代娥 、叶水

云 、麻茂庭 、刘新建 、蒋良寿 、杨桂军

现场展示了精湛的技艺 ，他们充满鲜

明湖南民族民间特色 、浓郁年节气氛

和质朴艺术风格的作品 ，受到北京市

民的热情追捧 ，一些传承人的作品被

抢购一空。

主办方表示， 春节前夕在首都各

大商场举办迎春展示活动， 不但增进

了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也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贴近实际 、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即将到来的春节

增添了节日的喜庆。

通讯员 杨坚 陈德友 邓桂凤

本报记者 蒋剑平 冒蕞

1

月

25

日 ， 新宁县人民医院妇产

科。 看着从死亡线上走了一遭的妻子

蒋小凤安详地躺在病床上， 该县巡田

乡铜鼓村村民李祥内心充满了感激 。

这天， 他给当地媒体打电话， 激动地

说：“我家小凤的命， 是许许多多医护

人员在冰天雪地中抢回来的， 请多宣

传宣传他们。 ”

这是一个曲折而感人的故事。

1

月

22

日，冰雪覆盖湘西南大地。 上午

9

时

左右， 新宁县巡田乡铜鼓村少妇蒋小

凤忽然腹痛难忍。 已有身孕的蒋小凤

感到事情不妙，在丈夫李祥的陪同下，

急忙来到一渡水镇中心卫生院就诊 ，

诊断结果让她大吃一惊：宫外孕。

宫外孕破裂后大出血是十分危

急的事，患者随时有生命危险 。 由于

镇卫生院条件有限 ，医院安排刘小英

医生护送患者转往附近的县二人民

医院治疗。但县二人民医院没有合适

的抢救用血 ，建议立即转送县城县人

民医院。 县二人民医院离县城有

50

余

公里。事情紧急，大雪纷飞中，刘小英

陪着蒋小凤及其家人驱车往县人民

医院急赶。

车行至安山乡灯芯坳段， 由于冰

雪封路，无法再往前走。 怎么办？ 望着

车上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患者， 随车医

生刘小英向县人民医院发出求援信

号。 县人民医院主管医政和外科的工

会主席徐少华立即指示

120

救护组出

动，并要求妇产科作好手术准备。 细心

的徐少华还考虑到大雪封堵的路段可

能不止灯芯坳一处，怕耽误接诊，便将

情况报告给县卫生局应急办， 请求他

们出面协调。 这一下， 促成了各方联

动， 为赢得抢救时间起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县卫生局应急办接到报告， 立即

指示就近的高桥镇中心医院派车前往

灯芯坳接应。 同时，为争取时间，刘小

英与患者家人下车， 抬着蒋小凤在雪

地里艰难行进。 走了约

5

公里，终于翻

过山坳， 送上了高桥镇中心医院派来

的救护车。 救护车行至高桥镇老渡段

时，又在冰雪中被阻。 这时，从县人民

医院赶来的救护车也被冰雪阻挡在另

一头。 听到这一情况，县卫生局应急办

邓海名心急如焚， 在电话里向两边救

护人员发出死命令：就是推，也得把车

推过去，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接诊病人！

时间就是生命！ 在救护车无法移动

的情况下，高桥镇中心医院的廖海燕医

生和刘小英用担架抬着蒋小凤往前赶。

另一边，县人民医院的救护人员也扛着

担架向对方赶。 晚上

8

时许，蒋小凤终于

被抬上了县人民医院的救护车。

接到抢救蒋小凤的信号时， 县人

民医院正好用完了最后一袋血。 医院

立即派车， 到

50

公里外的武冈市人民

医院寻求支援。 血源终于在患者到达

医院前半小时到位。

晚上

9

时左右，蒋小凤被送到县人

民医院。 这时，她面色苍白，处于休克

状态。 等候在那里的医生、护士赶紧将

她推进手术室。 外面天寒地冻，室内暖

意融融。 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尹晚

华亲自主刀，为蒋小凤实施手术。 命悬

一线的蒋小凤，终于获救了。

冰雪中生命救援大接力

本报

1

月

28

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王世清）长

沙市科技领导小组今天发布了

2010

年长沙十大科技事

件。 与省会的经济地位相比，长沙的科技地位更进一步，

不仅创新不断，而且在多个方面处于全省、全国乃至世

界领先水平。

去年长沙市跻身首批

20

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行

列。 为此添彩的科技大事颇多：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

河一号”超级计算机运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长沙

14

项

科技成果获国家奖励； 第四届长沙科交会成功举办；一

批“长沙创造”产品进入世界领先行列；长沙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示范推广工程全面启动， 首批

252

台混合动力公

交车上线运营。

同时，“十一五”长沙科技发展成就辉煌，专利申请量

超过

3

万件，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

10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

产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25%

以上， 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达

2%

。 据悉，目前该市已全面完成“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

编制工作并启动实施。

长沙发布

十大科技事件

■

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新视界

洞井镇：“农家夜校”形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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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月

28

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赵鸿 胡翠

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今天表示，该院与省妇

女儿童活动中心将联合开展“心希望计划”救助项目，救

助我省

60

名贫困先心病患儿， 凡符合救助条件的先心病

患儿，可向县妇联提供书面申请。

先心病被称为新生儿的“头号杀手”，然而，

90%

以上

的患儿完全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得到康复。此次开展的“心

希望计划” 救助项目，

60

万元用来救助

60

名我省贫困先

心病儿童， 每名符合条件的先心病患儿救助金额为

1

万

元。凡符合救助条件的先心病患儿，由本人或法定监护人

向县妇联提供书面申请，并填写《湖南心希望计划救助项

目申请审批表》，报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审批。 患儿在监

护人陪同下持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具的审批意见同意

书，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术前检查。活动

咨询电话：

0731-85369067

。

贫困先心病儿童

“补心”快去妇联申请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将救助60名患儿

图片说事图片说事

邮箱：

4329536@163.com

1

月

26

日， 嘉禾

县执法人员对罚没

的烟花爆竹进行集

中销毁。 当天， 该

县组织公安、 安监、

消防、 工商、 质监

等部门联合开展打

击非法生产销售烟

花爆竹的专项整治

行动， 查处收缴价

值约

8

万余元的 “三

无” 及非法销售烟

花爆竹

2600

多件 ，

并进行集中销毁。

黄春涛 谢智敏 摄

阻击非法烟花爆竹

确保春节安全祥和

本报

1

月

28

日讯（通讯员 饶兴军 安娜）在近日于北

京举行的“

2010

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文化旅游百强县市”

颁奖盛典上，城步苗族自治县获得“中国最具影响力文

化旅游百强县”荣誉称号，县委书记蒋伟荣获得“

2010

年

度中国文化旅游卓越贡献奖”。

城步文化底蕴厚重， 古朴神秘的巫傩文化和苗风苗

俗一脉相承，打油茶、开歌堂、贺郎歌、嫁女歌、对山歌、演

傩戏、奏芦笙等演绎着浓郁的民族风情。 更有那打陀螺、

挤油尖、抢花炮等各项民族文化体育活动享誉省内外。

城步成中国文化旅游百强县

湖南非遗项目首都“亮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