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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何红福 尹健

9月16日，秋雨潇潇，大瑶山笼
罩在雨雾之中。 道县桥头林场山顶
小学———奔塘小学的胡利波老师，
一大早就站到学校前面的路口，迎
接学生的到来。

从父亲胡永林手中接过教鞭开
始，他这样做已经17年了。父子两代
人接力坚守在这里，已有41个春秋。

进村路下雨天摩托都不能走

9月9日， 记者从道县县城驱车
70多公里，来到这里采访。

奔塘小学所在的奔塘村与广西
全州县接壤， 汽车开到一个叫跳雨
台的地方，就再也不能往前开了，仅
有一条7.5公里陡峭弯曲的泥石路
通进村。

给我们当向导的桥头林场学校
校长何林，提前给胡利波说明来意，
胡老师从村里叫了5台摩托车，已经
在跳雨台等我们5人。

进村的路很陡、也很滑，摩托车
行到大陡坡处，我们得下车走一段，
让摩托车手单独骑上去。7.5公里的
山路， 走了将近半小时。“我在这条
路上骑车， 一年都滑倒了好多次。”
村支书胡龙旺诉苦说，“下雨天，泥
路太滑，就不能骑摩托，只能走泥泞
路上去，不是必须下山，一般我们会
呆在村里。”

山顶小学3个年级21名学生

胡龙旺带着记者参观， 学校是
一层瓦房，有两个教室，教室前有个
100多平米的泥土操坪， 边上是在
建的新校舍。据他介绍，村里有4个
组、500多人，村里的小孩基本都在
这里上学。

学校只有胡利波一人。是老师，
也是校长，还是保姆 ,今年35岁，外
表清秀，近看还有“银屑病”的影子。
1997年， 胡利波遵照父亲遗愿拿起
教鞭，一干就是17年。

本期，学校有学前班和一、二年
级，共3个年级,计21名学生。下午1时
50分，上课前孩子们的打闹声和哭声
充斥着教室，胡利波安慰好一名哭泣
的学前班学生，便开始上课。他从学
前班、一年级、二年级依次上过去。

他告诉记者，每天上学、放学，
他都要接送学生。 晚上周末还要去
家访。

父亲捧着肚子给学生上课

胡永林曾在这所学校从教24年。
胡永林1973年高中毕业在村里

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他一人担

任3个年级的复式教学任务，还兼村
夜校的老师， 给村民上文化科及讲
授种养知识，24年从没无故缺席一
节课。和其他民办教师一样，他走过
了月薪5元、15元、100元的底薪历
程。1994年考上公办教师，月薪才涨
到200多元。

1997年6月24日开始， 胡永林
胃痛厉害，喝点稀饭都吐了出来，家
人为他着急，学生、学生家长、村民
们都劝他到医院去检查， 他却坚持
要把期末考试和学期结束工作完成
后再去治病。

连续几天，胡永林未进水米，捧
着肚子坚持给学生上课。6月29日，
他终于支撑不了，昏倒在课堂上，全
班38名学生急得大哭、大声呼唤。

家人和村民把他送到医院，检
查结果是胃癌晚期。医生责怪道，病
成这个样子还坚持上课， 真的是不
要命了。他的胃全切了，不到一个月
就与世长辞,时年44岁。

胡永林临终前的遗言是： 儿子
胡利波接替他在村小学教书， 儿子
要爱家乡，爱家乡的学校，爱家乡的
孩子们。

广州治病学校上课两不误

胡利波自2000年就患上了银
屑病，这种皮肤病奇痒难耐。医学上

称此病为“不死的癌症”。该病特别
顽固， 就像韭菜一样割了又长。“得
病14年来， 他先后辗转省内外一些
知名度高的医院治疗， 但是从没有
因治病而耽误学生一节课。”胡利波
的老婆唐林姣说着说着就哭了。

2012年他全身上下大面积复发
银屑病，妹妹得知后，从网上查到广
州458空军医院皮肤科治疗该病有
独到之处。可是因为学生，没有人接
课，一直拖到元旦放假才去治疗。当
时的医生一见他全身上下几乎没有
一块完好的皮肤， 吃惊地问他：“怎
么到这时才来治疗呢？”叫他立即住
院治疗。当他听说要住院，恳求说：

“医生，能不能不住院，我的学生还
等着我去给他们上课呢!”医生知道
他的情况后， 只好让他在门诊治疗
了3天， 然后征得院长的同意后，破
例为他开了一个月的药， 节省了来
往奔波的时间。

从那以后， 胡利波必须每个月
去一次广州进行治疗。到现在，已去
了7次， 但没有缺过学生一节课。每
次都是星期五放学后骑3个多小时

的摩托车到全州， 坐晚上11时的火
车去广州治疗两天， 星期天晚上又
坐火车返回， 次日凌晨5时到达全
州， 立马骑摩托车赶到家按时到校
给孩子们上课。

“我会一直教下去”

说起胡家父子， 村民个个竖起
大拇指。一些年长的村民告诉记者，
胡家父子前后一个样，为了学生，他
们从不缺课， 还都喜欢帮助困难学
生。“胡永林去世那年， 村里老老少
少都很悲痛， 村干部还为他向县里
写了一份请功报告，说他是‘不灭的
红烛’”。

“上级”何林校长跟他说:“这里
条件太艰苦了， 外地老师是不会来
的，你是本地人，你要继续教下去。”

胡利波说:“在没有老师来之前，
我会一直教下去。 如果有老师接班，
我也想去好好治下我的皮肤病。”

2013年， 胡利波获得湖南运达
教师奖、 永州最可爱的乡村教师等
荣誉。

本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彭丁云

“我宣誓,永远忠于法律，秉持司法
良知， 依法履行人民陪审员职责……”
最近，197名新任人民陪审员在长沙市
天心区人民法院面对庄严国徽郑重宣
誓。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全国19
家人民陪审制度改革试点单位之一的
法院， 该院人民陪审员总数已达261
人，是一线办案法官的4倍。2013年10
月到今年8月，该院受理各类案件7418
件，适用普通程序的1647件，陪审员共
参审1615件，参审率达98%，有效保证
了审判的公开、公正。

专业陪审员参审专业性强案件

“本案涉及到建筑施工领域的专
业问题， 仅仅凭借双方签订的劳务分
包合同难以判断， 应该再向相关部门
调取涉案工程的项目资料， 否则难以
形成是否再审的意见。”这是人民陪审
员陈子夷今年8月14日对一起再审听
证案件发表的合议意见。

陈子夷具有土木建筑工程学历并
一直在建筑施工企业从业， 合议庭听
取了她的意见后调取了相关证据。面
对大量的资料和证据， 在充分发挥陪
审员专业特长的基础上， 合议庭发现
装饰装修工程的计价、计量、计费存在
问题， 现有证据根本无法计算出工程
量， 原审按照固定比例进行结算存在
偏颇。最后，合议庭形成一致意见，决
定该案进入再审程序。 这种处理意见
为双方当事人所信服。

天心区人民法院将陪审员信息输
入数据库，并把具有经济、医学、计算
机、建筑、心理咨询、翻译等专业背景
的30名专业陪审员在信息库中单例一
栏， 以便在审理专业性强的案件时随
机抽取产生陪审员。

陪审员专业发问，为合议庭
调整违约金确定基础

“法庭辩论快结束了，你作为全权
代理律师， 对对方违约金请求已经提
出抗辩理由，此外，还有没有调整违

约金数量的考虑？”“哦，有，有，希望
违约金至少要降到对方主张的一半
以下。”

这是今年7月在审理一起房屋租
赁纠纷案中， 合议庭成员———人民陪
审员熊纪高与被告全权代理人之间的
一段释明性发问对话。 代理人对于原
告诉请的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违约
金，一直进行免责抗辩，却没有证据支
持， 直到法庭辩论临近结束时也未提
出违约金调整请求。 如果违约方不提
出调整请求， 合议庭不得依职权调整
违约金数量， 正因为人民陪审员熊纪
高的发问， 为合议庭依法调整违约金
确定了请求基础。

为了保证陪审员独立参审所需
的阅卷权，天心区人民法院要求法官
在开庭3天前将公诉书、 起诉书以及
答辩状等阅卷材料安排交给陪审员，
以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了解案情 。
今年以来，该院专业陪审员参审案件
11件，其中结案6起，无一引发上诉、
上访。

依法调解纠纷， 化干戈
为玉帛

陪审员来自群众，了解社情民意。
当事人在感情上、心理上较为认同，容
易接受他们的劝导和解释。 他们在诉
调对接工作中的“调解员”作用也更为
显著。

陪审员张国庆是社区居委会党总
支书记兼主任。作为陪审员，她是一名
出色的诉讼调解员； 作为社区居委会
主任，她是一名模范的人民调解员。前
不久，社区发生了一起遗产继承纠纷，
继承人兄妹俩几乎闹到剑拔弩张的境
地。张国庆闻讯后，主动找到兄妹俩，
运用陪审中学到的法律知识和调解技
能和经验，对兄妹俩动之以情，说之以
理，晓之以法，终于让兄妹俩化干戈为
玉帛，达成和解。

陪审员邓祥海通过陪审实践，总
结出“头顶国徽我陪审，正气浩然进法
庭， 心明眼亮卫公平， 排忧解难为人
民”的28字陪审精神。该内容被制成条
幅悬挂于天心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
办公室。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李勇）记者
今天从娄底市检察院获悉， 该市娄
星区检察院党组成员、 反贪局长陈
谊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
查。

据悉， 娄底市检察院纪检监察部
门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
检察院监察工作条例》的规定，对陈谊
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
查，并采取“两指”审查措施。

本报记者 胡信松

9月9日，岳阳市七里山，洞庭湖
畔，热浪灼人，但在大岳高速(临湘
大界至岳阳) 洞庭湖大桥的施工现
场，却是一派繁忙景象。轰隆隆的钻
机声，清脆悦耳的钢筋碰撞声，此起
彼伏的吆喝声， 交织成一首激情昂
扬的交响曲，塔吊挥动着巨臂，施工
员穿梭于工地。

“目前项目关键的索塔桩基础
和锚碇地连墙施工已经完成， 正在
进行索塔塔柱及横梁、 锚碇区基坑
开挖及内衬等施工。这些‘看不见’
的地下工程， 为大桥一跨飞跃洞庭
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湖南路桥长
江分公司经理、洞庭湖大桥A1标段
项目经理张念来向记者介绍，“为了
工期，工地上每天有400多人在‘战

斗’，中秋节都没休息。各种大型特
种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

据了解， 洞庭湖大桥是大岳高
速(临湘大界至岳阳)的重点控制性
工程，是目前世界第七、国内第三大
跨径桥梁和世界第二、 国内第一大
跨径钢桁梁悬索桥。 大桥总投资
36.67亿元，建设工期4年，计划2017
年10月建成通车。 洞庭湖大桥施工
分为两个标段，其中，第A1标段的
施工单位为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

起于垒土。 对于桥梁建设者来说，想
要建起一座如长虹般飞跨大河两岸
的桥梁，基础的“垒土”工作可以说是
重中之重。 同为世界级大跨径悬索
桥，矮寨大桥难在后期的架梁，洞庭
湖大桥则难在前期的桩基础。

“大桥索塔高234米，跨径1480
米， 要承载多大的重量！ 基础是关
键，尽管‘看不见摸不着’，但必须精
益求精，确保质量！”湖南路桥集团
董事长、总经理方联民每次到工地，
都会反复叮嘱施工人员。

自2013年12月中旬开始桩基

施工以来， 湖南路桥通过加大设备
投入、运用新技术、新工艺等措施，
提高施工效率，严抓工程质量。

“由于大桥地理位置特殊，自然
环境复杂，制约因素很多，给施工建
设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其所处地貌
以剥蚀岗地为主， 在这样的地貌上
进行索塔桩基础钻孔， 稍有不慎就
将导致钻成斜孔或者塌孔。”天天坚
守在工地， 晒得黝黑的索塔工区工
区长周杜介绍， 项目部为此专门制
定了“四防”管理体系，通过万无一
失的措施保障工程质量。“四防”是
指“防垮孔、防掉钻头、防坏设备、防
打断桩”，对每一道关键工序进行严
格把关。

为了这些看不见甚至会被人们
遗忘的“地下工程”，湖南路桥人倾
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汗水。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记者今天从省高级人民
法院了解到， 针对全省法院存在有的
法官受利益驱动，办理虚假诉讼案件
的问题， 省高院进行严肃查处不手
软，全省法院今年以来共立案查处47
人，并将其中17人移送检察机关立案
侦查。

省高院于今年3月27日专门召开
了全省法院以房抵债虚假诉讼案件查

处工作推进会， 部署了对相关法院责
任人的追责工作， 明确了责任人员的
量纪标准、 责任追究的具体步骤和对
追责不力的处罚措施等，并着重强调，
不管涉及法院的什么人、 不管涉及多
少法官，都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截
至今年7月30日，全省法院共立案查处
47人， 并将其中17人移送检察机关立
案侦查。 另决定给予16名负有责任的
相关人员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心明眼亮护公平
———天心区法院陪审员的故事

受利益驱动办理虚假诉讼案件

全省47名法官被立案查处

娄星区检察院
反贪局长陈谊军被立案调查

国家AAAA旅游景区 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
关山村葡萄熟了 电话：0731-87940011

身边的感动

道县胡永林、胡利波父子俩扎根大山，献身山村教育，父亲
已经去世，儿子依然坚守，他们是山里娃心中“不灭的红烛”———

41年接力“山顶小学”

道县桥头林场大山深处的奔塘小学。 何红福 尹健 摄影报道

看不见的“基础”
———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建设工地走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