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县发现
清代古桥及古茶亭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李国斌 ） 近日， 株洲市文
物部门发现了建于清雍正
年间、 保存完好的古桥和
古茶亭。

古桥和古茶亭位于株
洲县平山乡新桥村。 古桥
横跨砖桥江， 有三拱， 桥
面、 桥墩、 桥拱材质全系
麻石。 桥长35.5米， 宽5.3
米， 气势壮观。 茶亭为砖
混结构， 青砖、 红砖砌成
大拱门， 拱门正上方原有

“星桥茶亭” 几个大字，
后在文革时期被石灰粉
刷盖住。 茶亭面积约 20
平方米， 亭内供行人歇息
的条凳及供水设施已不复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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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涵敏

36年，从17岁到53岁，她年年担
任班主任，从未间断过。 宁乡县龙田
镇中心小学的刘小寒就像一棵栖身
岩隙的松树，固守在贫瘠的山区。

8月9日，离开学还有近一个月的
时间，刘小寒已经开始了她新学期的
工作———家访。 去年接手的这个4年
级3班，她有几个放心不下的孩子，得
去看看。记者从长沙驱车近3个小时，
来到这个地处宁乡县西部的小镇，跟
随她前往海拔800米高山上的一个
学生家里。

当日15时，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
候。 冒着高温，我们来到山顶上的一
个农户家。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小姑娘
从屋里跑出来，略带羞涩地喊了一声

“刘老师”。 小姑娘叫小姣。
“去年，我来家访时，她还躲在家

里，怎么喊都不出来。现在，主动喊人
了。 ”刘小寒感到欣慰。 很长一段时
间，小姣性格内向、胆小，不爱说话。

家里住得远， 小姣在学校寄宿，

但11岁的她自理能力不太强。“孩子
交给刘老师，我们放心。去年下学期，
发现孩子会自己洗鞋袜了，胆子也大
了不少。”讲起女儿的变化，小姣的父
亲贺小平连夸刘老师：“多亏了刘老
师，她教孩子做这个做那个，好用心
的。 ”

刘小寒的心思几乎全花到了学
生身上。36年，她年年担任班主任，从
未因私事请过假。1985年暑假的最后
一天，刘小寒的预产期到了。 上午身
上就“见红”了，她硬是挺到学生离校
才回家，婆婆含泪责备她“女人生孩
子，隔阎王只一层纸呢”。 2个月的暑
假过完，她就按时来到教室上课。 家
里离学校5分钟路程， 孩子都是被婆
婆抱到学校，趁她下课间隙喂奶。

班主任的工作繁琐，小学班主任
任务更重。农村进城务工的家长越来
越多，留守儿童年龄小、生活自理能
力比较差。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心理
状态，事无巨细，班主任都得操心。

前年，刘小寒的班里转来一个男
生，好动，有些“叛逆”，一些教师提起

这位男生直皱眉头。“我没有亲人，没
有朋友，爸妈不在家，同学们也不喜
欢我。”在一次作文中，男生的一段文
字让她心疼。 这是一个内心脆弱，极
度渴望关爱的孩子。

此后， 刘小寒特别留心他的作
文。 每次作文讲评时，刘小寒将他写
得好的地方念出来和大家分享，哪怕
只有一段或仅仅几句话。她毫不吝啬
地表扬这位男生的每一点进步。渐渐
地，男生上课发言的次数多了，身边
的朋友也多了。 去年上半年，他被学
校评为“学雷锋好少年”，并被县实验
中学择优录取。

从村小到乡镇中心小学，刘小寒
先后在5所学校工作过。 每次新接手
的一般是学校的“老大难”班，而离任
时， 无一不成为学校的优秀班集体。
同事们多次称赞她“简直神了”。

她总是谦虚地回答：“其实，没什
么秘诀。 教书是教良心书。 家长把孩
子交给了你，你就要在学生身上多花
工夫。 ”

“家长都说孩子交给刘老师就放

心了。 要插班的，指明要到刘老师的
班里。 ”和刘小寒同事15年的彭少平
说。

36载春秋寒暑，刘小寒的足迹遍
及全镇的村村寨寨，熟知每一个教过
的学生的家庭情况，认识每一个学生
的家长。每个工作日，她总是在6点钟
左右第一个到校。 一边晨跑，一边迎
接她的学生们；每晚要到寄宿生宿舍
巡查一遍后，她才最后一个回家。

“教学中有无穷的乐趣，有时候
也会觉得累，觉得烦。但我喜欢唱歌、
跳舞，一会又浑身有劲了。 ”刘小寒
说。

【记者感言】
36年如一日，刘小寒坚守在班

主任这个平凡的岗位上，把自己的
精力和热情洒向一拨又一拨山区
孩子。

因为深爱，所以坚守。 她爱教
育，更爱班里的每个孩子。 她是学
生生活中的母亲， 学习中的老师，
交往中的挚友。她就是山区教师的
榜样。

本报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周贤华 尹健

秦志军：要切实强化保障，让百姓
安心 ；要大力兴办实事 ，让百姓舒心 ；
要坚决维护稳定，让百姓放心。

“我们作决策、 定政策， 要设身
处地替群众考虑， 以心换心为群众着
想。 保障和改善民生， 做到财力向民
生集中、 政策向民生倾斜、 服务向民
生覆盖， 既要锦上添花， 更要雪中送
炭， 让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近
日， 道县县长秦志军接受记者采访
时， 饱含真情地说。

“要切实强化保障，让百姓安心。 ”
秦志军介绍说，去年以来，道县实施各
类劳动技能培训近2万人次，新增城镇
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1万人，
通过小额担保贷款扶持带动5000余人

就业创业。 全县新建廉租房、 公租房
2556套， 改造棚户区、 农村危房2748
户，充分保障困难群体的住房需求。 对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改造中低产田、建
设标准烟田、新建农村公路等，农村发
展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要大力兴办实事，让百姓舒心。 ”
秦志军认为， 解决民生问题的重点是
要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2012年，道
县教育事业财政支出5.1亿元， 比上年
净增7500万元， 建设合格学校5所、校
安工程2.4万平方米、 农村教师周转房
2.5万平方米。“让群众看得起病”，县人
民医院住院大楼投入使用， 推行乡镇
卫生院“10+60”模式，新农合平均住院
补偿率达到64.4%，每年为群众节约医
疗费用1.5亿元以上。

“要坚决维护稳定，让百姓放心。 ”
秦志军告诉记者，近年来，道县全面推
行民情台账制度， 去年来共排查各类
矛盾纠纷3450多起， 着力把各种不稳
定因素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初信
初访98%得到及时解决。切实强化安全
生产综合监管， 去年整改安全隐患
4915项， 取缔非法经营建设单位234
家，确保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坚
持命案必破、毒赌必肃、逃犯必追，保
一方平安，促一地发展。

到“十二五”末，低保覆盖面达到
100%，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养老、工
伤、 失业、 生育社会保险覆盖率达到
100%，100%的行政村通公路，50%以
上的行政村用上自来水……秦志军动
情地说，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
关情。 一件件实事，看似琐碎，却是温
暖人心的生动诠释；一串串数据，看似
枯燥，却是凝聚民心的真实体现。

本报记者 陈薇

7月28日，湖南知青艺术团艺术顾
问、 中国音乐国际文琴学会主席文正
球带着其发明的新型多功能民族乐器
文琴， 参加维也纳第十届国际器乐艺
术节，获得金奖。 8月11日，回到家乡长
沙，举办了首场“文琴之夜”演奏会。 这
件新乐器问世后，备受各界关注。

外形看去， 文琴极富中国传统的
民族风格，造型、色调古朴大方，其最
大特点是集胡琴、马头琴、琵琶、古筝、
箜篌、竖琴等多种乐器的效果于一身，
既能用于独奏， 又能参与各种合奏和
伴奏。

文正球说：“发明文琴的初衷其实
是为了改进二胡的不足。 ”自幼酷爱拉
二胡的他， 经过多年民族音乐艺术的
熏陶，意识到二胡有其局限性：第一，
音色不够纯净明亮， 下把位时容易出
现噪音；第二，制作琴筒面板用的蛇皮
容易受温度、湿度变化而影响音质，同
时不利于动物保护；第三，表现方法不
够丰富，二胡家族品种虽多，同时演奏
却不能形成和谐完美的协奏。

经过几年的摸索， 文正球在2002
年发明了文琴， 并于2004年获得国家
专利。 与二胡相比， 文琴音色明亮悦
耳，既能弹又能拉，还能装上电声，功
能很多； 其共鸣箱的面板材料也摒弃
了蛇皮，采用优质的泡桐木板取代；另
外，用文琴的高音琴、中音琴、低音琴
和倍低音琴组合演奏， 听起来自然和
谐，丰富了表现力。

文琴是一件纯粹的中国民族乐
器。 其用材、造型、功能和音质，都与传
统一脉相承， 具有非常典型的中国元
素。 然而，它又不同于任何一种中国民
族乐器，其演奏方式和技巧多种多样，
富于变化，赢得了现代年轻人的青睐。

2008年， 中国音乐国际文琴学会
成立，许多中青年指挥家、作曲家、演
奏家和乐器制作专家一起， 为文琴的
推广和发展集思广益。 文正球也先后
在中央音乐学院、 西安音乐学院等多
所高校做了专题讲座和演讲， 获得了
音乐家和音乐学院师生的积极反响，
许多音乐界人士和音乐工作者对文琴
表现出了极大兴趣。

2010年， 文琴获选在上海世博会
湖南馆展出，并在“宝钢大舞台”表演；
2012年7月，在北京“中国民族器乐艺
术节”上，文琴获得了由中国民族器乐
协会颁发的“创新奖”和“推荐产品”证
书。

“我希望文琴能对中国民族乐器
的传承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文正球说。

文正球表示，一种乐器的成长发
展需要无数人倾注自己的心力， 要经
过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改进、 积淀
才能成熟。 他衷心希望有一天，文琴能
够有自己优秀的演奏曲目， 有高水平
的演奏家， 能够与中国民族乐器大家
庭的成员一起， 为全世界演奏最动听
的中国民族音乐。

这是文正球的音乐梦， 也是他的
中国梦。

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黄姝 实习生 杨燕飞

【案情进展】8月2日，长沙消费者
刘明因为自己手机的流量套餐没用完
就被移动公司清零， 将长沙移动告上
法庭。 记者从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了解到，目前该院已正式立案，将于不
久后开庭。

【案情回放 】今年6月17日 ，刘明
在长沙一家移动营业厅办理了一个20
元包150M流量的上网套餐， 到7月结
束后仍有92M没用完。 到了8月1日，刘
明发现7月没用完的流量在没有任何
告知的情况下全部被清零了。

刘明认为， 合同上并没说明剩余
流量会被清零，而如果超过套餐流量，
运营商却会按照1M1元的费用收取 ，
这很不公平。 刘明将运营商告上长沙
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要求返还已经购
买但没有使用的92M流量或者现金补
偿，同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300元。

【争议焦点】手机上网套餐的流量
没用完被运营商清零， 是不是应该补

偿消费者损失。
【律师说法】湖南湘正律师事务所

李青云律师介绍， 该案可从两个角度
来看。

如果从原告方刘明的角度看，消
费者到运营商处办理流量套餐， 双方
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一般情况下，彼
此的权利义务关系要受合同条款的约
束。但是，考虑到消费者到运营商处办
理流量套餐时， 基本都是对方提供的
格式合同， 无论该格式合同是否明确
约定“手机流量套餐月底清零”均应属
无效。

其一， 如该格式条款中明确约定
“手机流量套餐月底清零”， 那么， 该
约定明显违背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排除了消费者的相关权利。 根据我国
《合同法》 第40条“格式条款具有本
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
的， 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
任、 加重对方责任、 排除对方主要权
利的， 该条款无效” 及我国 《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第24条“经营者不得以
格式合同、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

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
规定， 或者减轻、 免除其损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等规
定， 该格式条款应归无效条款。

其二，如该格式条款对“手机流量
套餐月底清零”没有约定。 根据我国合
同法第61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
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可以协议
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
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等相关
规定， 运营商在未经消费者同意并达
成补充协议的基础上， 单方面以其行
业“通行做法”对消费者的套餐流量进
行清零， 显然违反了合同法的上述规
定，也应属无效行为。

如果从被告方运营商的角度来
看， 消费者和运营商的入网协议相当
于合同， 消费者是在自愿选择的基础
上和运营商达成合作协议的， 双方都
应履行合同上的承诺。

【温馨提示 】流量套餐很划算 ，但
流量没用完就会面临被清零， 消费者
要考虑清楚再购买。

国税系统前七月
减免退税逾100亿元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余锦钟） 8
月10日， 吉昌动漫公司负
责人陈宏吉在拿到出口退
税款80万元后很感动。 过
去几个月都很难办下来的
退 （免） 税资格认定手续，
这次国税部门在受理该公
司出口货物退 （免） 税资
格认定申请后， 在5个工作
日内就确认了该公司符合
出口货物退 （免） 税认定
条件， 批准该公司为出口
退税企业， 及时为其出口
业务办理了退税手续。

据省国税局今天发布
的数据， 1-7月， 全省国税
系统办理出口产品退税
42.54亿元， 落实高新技术
企业 、 支持残疾人就业 、
再就业扶持、 增值税起征
点提高等各项优惠政策共
计减免税收51.04亿元， 实
际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
25.31亿元， 三项相加共为
纳税人减免退税118.89亿
元。 同时， 落实增值税起
征点上调政策， 为纳税人
减负增利。

省国税局局长丁永安
介绍， 省国税局今年把推
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与服务纳税人紧密结
合起来， 努力把教育实践
活动落实到服务我省经济
社会科学发展、 “三量齐
升” 大局的实践中来， 坚
持将不折不扣落实税收优
惠政策、 不收过头税作为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
要内容和一项铁的工作
纪律 ， 纳入全系统绩效
考核指标体系 。 通过多
渠道做好税收政策宣传
辅导 ， 全面落实“营改
增 ” 试点 、 固定资产抵
扣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 、
小微企业发展等税收政
策。 此外各级都创办纳税
人学校， 免费为纳税人提
供税收业务辅导平台。 今
年1-7月， 国税部门共组织
纳税人学校面授培训1277
期22.2万人次， 帮助纳税人
缴明白税。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方稳根 刘湘平 张弓

最近， 徜徉在群山环抱的平江县
九安村，记者一时忘却了头顶的骄阳。

“以前这里是荒山、危房、泥巴路，如今
整个变了样， 都是省财政厅综合处开
展‘支部共建’的功劳哩！ ”同行的村支
书邱段玉满脸感激。

时针拨回到2011年11月15日。 这
一天，省财政厅综合处党支部书记、处
长祝孟辉将综合处、 九安村两个支部
的党员召集在一起， 在这个山旮旯开
了一次民主生活会， 畅谈了“支部共
建”的设想，勾勒了村内设施建设、产
业发展、民生改善的一张新图。

发展先从基础破题。 电背、谢家、
冷家3个移民组路面坑洼难行，祝孟辉
等一边设法筹措资金， 一边发动村民
投工投劳。很快，一条全长3.5公里的水
泥路延伸到了山外。 两年间，在综合处
支部的帮扶下，200多名移民高高兴兴
地搬进了新居； 破落不堪的村部改头
换面；垃圾池建好了，每家每户还领到

了垃圾桶、环保手册……
关切最是问民生。 学生钟郴花父

病母残，小姑娘很自立好强，去年考取
了本科。 综合处党员毅然承担了她大
学4年的学费。 两年间，他们多次走访
慰问困难党员和群众。“每次下乡来，
他们都是送米，送油，送衣服，送被褥，
真是比亲人还亲噢！ ”电背组五保户李
弄江老人赞叹。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综合处
为村级产业发展支招： 凭借得天独厚
的高山气候， 抱团发展高山有机茶和
南竹。 2012年， 投资120多万元、 以
流转土地入股经营的有机茶种植专业
合作社成立， 连片开发有机茶130亩，
全部投产后年产值达70多万元， 入股
农户户均增收3300元。 综合处多方引

“水”， 又打响了新增100亩有机茶、
500亩南竹、 450亩经济林的产业攻坚
仗。

接通地气，体恤民艰。 每次进驻九
安村， 综合处的党员们不忘宣讲国家
惠民政策，询问农民家里的收成；还挽
起裤管，体验“锄禾日当午”的艰辛。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吴双江）在第七次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申报过程中， 汝城县收藏家
罗志勇向郴州市文物处捐献了一件大
革命时期农民协会密函。今天，有关专
家表示，密函作为一件珍贵的文物，将
为深入研究湘南起义提供重要的实物
资料。

据罗志勇回忆， 该密函是他1988
年从土桥人何华山手上买的， 何华山
当时已80多岁， 从民国时起就以收购
文物为生。 密函质地为民国时期常见
的土制香包纸，手工裁成长29.1厘米、
宽33厘米的尺度， 毛笔书写，20行，无
标点。

从该密函内容分析， 密函写于
1927年6月初，在国民党发动“4·12”、
“5·21”反革命武装政变之后，而在我
党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和召开“八七”
会议之前。 内容是贯彻6月3日汝城县
党部和县农协联席会议精神， 要求区
乡迅速组织农民自卫军，镇压反革命，
以革命武装对付反革命武装。 密函结

尾有“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盛珊”的落
款和“民国十六年六月”的日期，并有
红色的“汝城县第十区农民协会执行
委员会”印章。

据郴州市文
物处调查，密函书
写人张盛珊毕业
于湖南一师，系毛
泽东同届同学，毕
业后即参加革命，
为汝城第十区农
协委员长。 后于
1936年8月被国民
党汝城马桥乡乡
长朱皑春勾结悍
匪枪杀于文明乡
大官山八莲坳凉
亭。

“密函反映了
大革命时期汝城
县一段风云跌宕
的历史。 ”郴州市
文物处主任刘专

可认为，1928年初爆发的湘南起义是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一次重要武装
起义，密函将对全面、准确地认识湘南
起义起到关键作用。

湖南日报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身边的美丽

寻找最可爱乡村教师 当了36年班主任
———记宁乡县龙田镇中心小学教师刘小寒

县（市、区）长 话民生

让百姓安心舒心放心
———访道县县长秦志军

道县县长秦志军 通讯员 摄

文化 人物

文正球：琴弦上的梦

九安村里党旗红
———省财政厅综合处党支部城乡支部共建小记

8月13日，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负责人来到长沙市开福区交警
大队松桂园岗亭， 看望慰问高温酷暑下坚守岗位的交警， 感谢他
们为交通畅行所作的贡献。 本报记者 谷一均 摄

送清凉 表敬意

以案 �说法 手机流量没用完被清零
消费者状告运营商

大革命时期农协密函现郴州

汝城县收藏家罗志勇捐献的大革命时期农协会密函。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