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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感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1月7日下午放学后，衡南县相市中学几名
学生来到学校新建的运动场，跑步、踢毽子，嬉
戏玩乐。“听说运动场还要铺一层塑胶，到时候
踩在上面是软的，摔了也不疼。”初一学生冰冰
兴奋地告诉小伙伴。

学生们不知道， 这个面积近5000平方米、
有两个篮球场和一条环形跑道的高标准运动
场，是一位村支书自掏腰包建设的，花掉了近
70万元。这位村支书叫倪永建，是衡南县相市
乡虎塘村支书。

去年9月的一天， 相市中学校长刘冬生在向
乡领导汇报学校工作时，恰好倪永建在场。得知
学校没有运动场所、学生上体育课得在马路上跑
步，当天下午，倪永建主动来到学校了解情况，并
当即表示“我来想办法”。

刘冬生以为倪永建只是一时冲动，并没将
他的话放在心上。可一个月后，倪永建领着一
队人，带着测量工具，到学校来了。

两个多月后，学校北面一片荒山地变成了
高标准运动场。

“没要学校出一分钱，连学校的一餐饭都没
吃。”刘冬生说，倪永建为了建运动场，既当测绘
员又当施工员，还当质量监督员，对不合格的地
方当即要求返工，一点不马虎。“从没见过这样的
人， 出钱又出力， 将公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
做。”

今年55岁的倪永建有很多事让村民们“不

理解”。2002年， 他从部队正团职岗位退役后，
没有等待分配，而是选择自主创业。10多年来，
他开过宾馆、饭店、采石场，还搞过绿化、建筑，
目前在青海有一家物业管理公司。2012年，在
商海打拼有所成就的他， 却选择回老家种树养
猪。在当选村支书后，他表示不要工资，当“零
薪”支书。

村里道路破烂，倪永建拿出19万元，硬化
了2公里长的路面；村内水塘蓄水少，他拿14万
元扩容；颜家组居民饮水困难，他拿36万元建
水塔，为每户安装自来水管；村部没有活动中
心， 他拿38万元建了一栋面积400平方米的楼
房。他还出钱奖励村里考上大学的学生，请村里
老人看戏、旅游，为一些学校送去文具、衣服。两
年多来，他为了公益事业，已自掏腰包近200万
元。

倪永建还承包荒山种植油茶、冬枣，建起
了藏香猪生态养殖场，为村里劳动力提供就业
机会。两年多来，他共向村民支付工资80万余
元。在他带动下，村民们纷纷开垦荒山、整治农
田，发展种养业。

“他做了很多好事，从不张扬。这次建运动
场，学校提出将其取名‘永建’，也被他一口回
绝。”刘冬生说。

倪永建说，自己做公益事业是希望带动更多
条件好的村民加入进来，“我不图名不图利，惟愿
乡亲们都富起来，过上好日子”。

2014年底，倪永建被评为衡阳市“身边雷锋、
衡阳好人”。

“零薪支书”，惟愿乡亲共富裕

倪永建当村支书不拿工资，还自掏腰包，拿出近200万元
办公益事业———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 � � � 名片：
今年27岁的小两口郭敏、陈丽萍，他们在大学所学

的专业与“农”字挂不上钩。毕业后，他们都曾在东莞找到
了在别人看来不错的一份工作。然而，他们渴望自主创
业。为此，他们选择返乡养殖生态鸡。在这片远离城市的
土地上，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梦想。
� � � � 故事：

1月6日清晨，新田县高山乡塘下村鸿利农场，鸡群
在松树林下争抢青菜、谷粒，一派热闹景象。

在县城长大，是家中独生子的郭敏特别喜欢眼前的
一切，他说：“这里点点滴滴都凝结着我们的汗水，很有成
就感。”2011年，郭敏从湖南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自
动化专业毕业，在东莞一家国企任技术员，月薪6000元。
同一年，陈丽萍从海南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在东
莞市奈瑞尔公司任职，月工资4000元。这年，两人邂逅，
因共同的创业梦想擦出了爱的火花，喜结连理。

2012年３月，他俩怀揣3万元积蓄，再东凑西借30万
元，在亲朋好友的反对声里回到老家新田县，流转该县高
山乡塘下村100多亩山地放养生态鸡。 郭敏说：“有了创业
的想法就要立即付诸实施，不能规划很多，却不想动。”

郭敏的父亲郭生柏担心他俩遇到困难， 或吃不了苦
半途而废，经常偷偷赶到农场，远远看他俩劳动。郭生柏
心疼地说：“去年5月新建一座鸡舍，他俩干了一个多月。”

现在，郭敏和陈丽萍都一脸黝黑。特别是陈丽萍，
本是爱打扮、爱漂亮的年纪，但她的房间里除了一瓶脸
霜，找不到化妆品。陈丽萍笑着说：“在这，化妆品也派
不上用场啊。”

“创业能吃苦还不够，更要善于动脑筋创新。所以，我
们很感谢大学4年的学习。”郭敏、陈丽萍异口同声地说。

2012年12月的一天深夜突然停电，熟睡中的郭敏、
陈丽萍在寒风拍打窗户声中惊醒。俩人赶到鸡舍，只见
2000多羽鸡苗冻成一团， 情况危急。 他俩急忙烧火升
温，赶到3公里外的村庄挨家挨户敲门求助，借来一台
柴油机发电增温，才渡过难关。

“这次后，我们大半年没敢睡一个囫囵觉，怕又发生
意外。”郭敏说。这也激发他用所学的机械设计制造及自
动化专业知识改进鸡舍。经过60多次反复设计、试验，他
在鸡舍、保温室安装了自己设计的报警系统，室内温度一
旦出现异常就会自动报警。20平方米的传统保温室至少
要安装20盞保温灯。而他建相同面积的保温室，只装3盞
保温灯就够了。成本减少一半。

陈丽萍也不甘落后，策划“前店后农场”营销，在县
城开起了直销店，安排专人宰杀、送货上门，大受欢迎。
陈丽萍介绍：“2014年， 农场生态鸡销售单价达每公斤
50元，实现纯收入26万元。”

看到他们养殖生态鸡成功，不少人登门求教。他们
都尽力帮助。该乡石塘村村民何太生感激地说：“他们给
我免费提供鸡苗，还定期给予技术指导，帮助我摆脱了
贫困。”

“今年，我们准备带领大家组建专业合作社，做大做
强生态鸡养殖，让更多的人致富。”郭敏信心百倍地说。

郭敏、陈丽萍 图/刘谦

“闻鸡起舞”齐创业

1月8日上午， 中石化巴陵石化公司， 消防员在进行企地联防应急演
练。该公司结合冬季气候特点，加强安全管理，强化企地联防，确保生产生
活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彭展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李勇 ）记者今天从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获悉，该院日前决定，依法对中
南大学校长助理兼基建处处长周建设（正处级）、
中南大学基建处原副处长贾荣强（副处级）、湖南
大学审计处处长张浩江（正处级）等3人涉嫌受贿
犯罪立案侦查。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涉嫌受贿犯罪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
3名处级干部被立案侦查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尹华林）省政府法
制办加大对政府规范性文件合
法性审查力度， 在刚刚过去的
2014年登记公布省直部门规
范性文件272件，发现问题文件
38件，35件经修改后予以登记，
3件因制定主体和权限存在问
题，不予登记。

规范性文件是政府行政行
为的重要依据，与老百姓权利义
务密切相关。过去，在制定“红头
文件”过程中，设置行政许可前
置条件、创设行政处罚、设定行
政强制等情形层出不穷， 导致
“红头文件” 满天飞， 有的甚至
“相互打架”， 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

2008年10月， 我国首部
规范行政程序的省级法规《湖
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颁布实
施，第二年7月，我省又制定出
台《湖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
法》， 在全国率先推行规范性
文件的登记制度和有效期制
度，“红头文件”送审稿未经合
法性审查的，不得提请审议和
签署。

省政府带头执行 。2014
年，省政府及其办公厅文件、
拟上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
文件、 省领导指示办理重要
文件等 196件省级文件的合
法性审查， 省政府法制办均
对送审稿进行认真审查 ，并
对其中一些规定提出了修改
建议， 省政府办公厅均予以
采纳， 确保了省政府规范性
文件全部合法。

强化事后监督， 通过事后
合法性审查， 进一步保障规范
性文件合法性。2014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已生
效的23件“红头文件”提出违法申诉，省政府法制办及
时受理，通过直接答复申请人、个案解决、督促制定机
关修改废止违法文件等方式，妥善处理了其中21件案
件，目前还有2件正在办理中。

据了解，从2009年以来，我省就对规范性文件实
行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公布的“三统一”制度，几
年来全省共清理规范性文件11万件，废止和宣布失效
4.6万件， 目前正在建立和完善规范性文件动态有效
期系统，着力从源头上对行政行为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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