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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周仁 曾政雄 谭凌云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如果看见了，你不管，我不
管，大千世界会变成咋样？ ”近日，
一部以见义勇为为题材的电视剧
《不要让我看见》在央视一套热播，
唤起了人们对维护正义的共鸣。而
就在3月6日的衡阳，面对砍伤5名
群众的歹徒，已确定转业的雁峰区
人武部原副部长许中辉挺身而出，
制服歹徒救下老人。他也因大拇指
粉碎性骨折住院治疗。许中辉勇斗
歹徒的事迹经湖南日报等媒体报
道后（报道详见2015年3月11日湖
南日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一名群众在其所送的花束中动情
留言： 百姓安危面前不惧生死，你
是我们心中军人的楷模！ 近日，湖
南省军区和衡阳警备区先后发文，
号召广大官兵学习许中辉事迹。

“没穿军装，
不能没有军人血性”
许中辉勇斗歹徒事迹传开后，

前来采访、慰问的记者和市民不约
而同问他：现场有警察、保安，你又
没穿军装，为什么第一个冲上去与

歹徒搏斗？
“没穿军装，不能没有军人血

性！ ”许中辉的回答干脆坚定。
病床上，记者面前的许中辉留

着短发，身体结实硬朗，一副标准
的军人模样。 2001年，许中辉从作
战部队交流到人武部任职。 在25年
军旅生涯中，先后荣立三等功4次、
嘉奖7次，10余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和优秀党员。

“平时话不多，一到关键时刻，
最危险的地方总有他的身影！ ”谈
及许中辉的壮举，人武部干部职工
并不感到意外。

2013年端午假期晚上， 一场
特大暴雨将衡阳市雁峰街道浸
淹，500多名居民被困。 在人武部
值班的许中辉接到地方求援电话
后，立即组织民兵前往救援。 由于
天黑夜暗，加上水中树枝、电线纵
横，很多楼房冲锋舟难以靠近。 许
中辉跳进深浅莫测的洪水中，冒
险将冲锋舟牵引到一栋栋楼房
前，把所有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2013年12月，衡阳雁峰区工业
园发生大火，许中辉带民兵防火分
队协助消防官兵救援。 一着火仓库
里围困了30多名工人， 情况危急。

许中辉勘察火情后，率突击队员勇
闯火海，打开一条逃生通道，将工
人全部营救出来。

2014年8月， 衡阳火车站发生
一起杀人案件，3名歹徒负伤逃跑。
接到协助公安机关围捕的任务后，
许中辉带领30名民兵不顾烈日暴
晒、蚊虫叮咬，在火车站附近连续
蹲守3昼夜，成功抓获歹徒。

“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我还会
第一个上！ ”面对前来看望慰问的
军地领导，许中辉说。

“身处军地结合部，
更要树立军人好样子”
许中辉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

引发广泛热议。“为血性军人点
赞！ ”“社会需要正能量，‘衡阳军
哥’好样的！ ”在衡阳市各新闻网
站、论坛，一条条评论充满了对见
义勇为英雄的崇敬。

“军分区、人武部是军地桥梁
结合部， 官兵工作生活离群众近。
身处军地结合部，更要树
立军人好样子！ ”省军区
领导向记者介绍， 近年
来，省军区系统涌现了一
批像许中辉一样的血性

军人。
2013年7月， 株洲市荷塘区人

武部政工科长谭亚平在下基层途
中， 看到一小学生不慎掉入水塘，
奋不顾身跳进塘中将其救出。

2014年6月， 衡阳县人武部后
勤科长贺志文在运送新兵服装途
中， 看到路边一加油站突发明火，
并开始向油库蔓延， 他迅速组织3
名押车人员将火扑灭……

临危不惧的壮举是长期教育
熏陶的结果。近两年来，为扬正气、
强素质、树形象，省军区下大力开
展教育整顿，引导广大官兵切实认
清维护自身形象的极其重要性，收
到明显效果，一个个“许中辉”的涌
现，在人民群众心中筑牢了血性军
人的威武形象。

3月9日，一场特殊交接仪式在
169医院病房举行。 雁峰区人武部
新任副部长邹文兵握着许中辉左
手，激动地说：“老领导，我要把你
留下的优良作风传下去！ ”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阮涛 朱丽萍

离清明节还有10来天， 郴州
市北湖区鲁塘镇前途村凤形岭18
位无名烈士墓变得热闹起来，当
地许多群众自发来到这里， 缅怀
革命先烈。

“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是革命
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们带
着孩子们过来祭拜，让他们不忘先
烈，继承优良传统。 ”3月26日，鲁塘
镇前途村村民何志军说，他每年都
会带两个孩子来祭拜烈士。

在墓地旁， 记者碰到了正在
修剪枝叶的前途村支书吴小军。

“去年我们组织村民来烈士墓前
整修道路、修砌护坡，还立了纪念
碑、种了900余棵柏树。 ”吴小军告
诉记者， 开国上将邓华将军是鲁
塘镇人，当地爱国主义氛围很浓，
每年清明节， 很多人会自发来烈
士墓祭扫。

记者从北湖区史志办了解
到，1934年4月， 中国工农红军独
立团1100余人到达郴县龙广洞，
和谷子元、 李林领导的湘南游击
队一同保卫当地苏维埃政权 。
1934年5月底，湖南军阀何健集合
3个团的兵力对驻扎在黄茅（今北
湖区永春乡） 的红军独立团发起
攻击。 独立团利用公德岭、 通山

岭、 七姊石、 鸦头山一带有利地
形，顽强阻击敌人。 战斗持续到傍
晚， 最后独立团决定留下18名战
士掩护主力突围。 一番苦战，18名
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当地群众自
发将他们合葬在鲁塘镇前途村凤
形岭山脊上。

在鲁塘镇， 红军战士为革命
英勇献身的事迹， 感染着一代又
一代人。 81年来，当地村民每逢清
明，都会自发去祭扫。 近几年，越
来越多的人在清明、国庆期间，来
祭扫烈士墓， 教育后代继承先烈
遗志。 现在，北湖区正着力将18位
无名烈士墓打造成革命传统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

浮空器产业化项目
落户岳阳
预计2020年建成

投产，年产值20亿元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通讯员

胡晓洪 赵健 记者 唐爱平) 湖南航
天管理局今天传出消息，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浮空器产业化项目正式落户
岳阳。

浮空器产业是国家航空航天产
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也是国
家重点支持的军民融合产业， 应用
领域广，发展前景好。 湖南航天管理
局(又名中国航空科工集团O六八基
地)� 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在湖南省
唯一的一家二级单位， 承担着多项
国家重点军品型号科研生产任务，
也是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重要基
地。 目前，湖南航天管理局已开展了
浮空器(包括自控飞艇、系留飞艇和
平流层飞艇)的研制，已经初步形成
了自控飞艇、系留艇、临近空间浮空
器等三大系列产品，在应急通信、森
林防火、 智慧城市和探矿等领域得
到广泛应用。

此次落户岳阳的浮空器产业化
项目，总投资20亿元，占地100亩，重
点建设浮空器总装调试、 生产试验厂
房等，形成浮空器产业链。 项目分2期
建设完成， 预计2020年全部建成投
产。 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生产各类大
中型浮空器产品60艘左右的能力，预
计年产值20亿元，税收1亿元。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尹虹

通讯员 李紫薇） “王子不只是城市里
才有， 在农村， 青蛙也能让我成为王
子”， “创业的魅力在于逼迫你认识自
己、 丰富自己、 强大自己”， “拥有梦
想就是拥有最大的财富” ……今天下
午， 由省委宣传部、 省社科联主办的湖
湘大学堂在长沙职教基地举办“让青春
在创业中闪光” 演讲活动， 来自职教基
地内6所职业技术学院 （校） 的师生、
企业界代表共2000多人听取演讲。

本次活动的三位演讲嘉宾系我省
2014年度“学以创业” 先锋代表： 沅江

市理想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
理， 长沙子非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
理魏啸宇， 湘潭世纪特邦新材料有限公
司总经理金冠华。 他们结合PPT图片、
视频等， 生动讲述自己的创新创业故
事， 阐释独特而深刻的创业理念， 热忱
传播创新创业正能量。 现场听众在深受
激励的同时， 与演讲嘉宾就“精英创
业”、“大众创业”、“草根创业”、贯彻落实
我省创新创业大会精神等主题进行了交
流。

据悉， 这也是湖湘大学堂2015年首
场演讲。

湖南日报澳门3月26日电 （记者
李伟锋） 为期3天的2015年澳门国际环
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今天开幕。 省委
常委、 常务副省长陈肇雄率湖南代表团
出席。

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览
自2008年首次举办以来， 已成功举办7
届。 该论坛及展览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府主办， 泛珠三角省区政府共同协办，
主要为泛珠三角区域各省区搭建环保产
业交流和技术转移的平台， 促进各地在
绿色经济、 循环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今
年论坛及展览的主题为“绿色经济 清
新空气 绽放商机”， 来自22个国家和地

区的450家企业携各自先进环保技术和
设备亮相展会。

会上 ,湖南的15家环保企业展示了
我省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 空气水体
污染防治、 生活垃圾处理、 污泥无害化
处理等方面的技术优势， 显示出我省环
保产业的技术和市场优势， 扩大了湖南
环保产业的影响， 拓展了对外合作的渠
道。

据省环保厅介绍， 近年来， 我省环
保产业发展迅猛， 成绩显著。 2014年全
省环保产业总产值达1350亿元， 同比增
长25%以上。 特别是环保装备制造业、
环境服务业产值已跃居全国前十位。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陈苹 ） 今天上午， 全省消防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在长召开， 通报2014年
全省火灾形势， 部署2015年消防安全工
作。 副省长戴道晋出席。

据通报， 2014年， 湖南发生火灾
18070起， 直接财产损失2.45亿元， 火
灾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10%、 火灾受
伤人数同比下降8.5%、 火灾财产损失同
比下降12.2%； 同时， 整改火灾隐患71
万余处， 立案重大火灾隐患单位325家，
整改销案194家； 公安消防接警出动3.7
万余次， 营救被困群众8000余名， 抢救
财产价值30多亿元。

今年， 全省将新建134支专职消防
队、 新征1000名政府专职消防队员、
200名消防文员， 以提高全省灭火应急
救援能力。

戴道晋强调， 做好消防工作意义重
大。 抓消防安全一定要敢于担当、 主动
作为， 宁听骂声， 不听哭声， 以得罪人
的方式保护人。 要强化红线意识， 树立
底线思维， 把隐患当事故， 把事故当教
训， 真正把消防安全挂在嘴边、 放在心
上、 落实到行动中， 采取有效措施扎实
解决火灾隐患， 坚决遏制事故多发势
头， 确保全省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好
转。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许英）传销害人害己，已严重危
害到了社会公共安全。今天，我省2015年
打击传销春季宣传月活动在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启动。 全省各级各部门将始终保
持高压严打态势， 防止传销这个社会的
“毒瘤”在春天“发芽”。

据了解，2014年， 全省各级工商、公
安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39590人（次），出
动执法车辆5644台（次），捣毁传销窝点
3290余个， 抓获传销头目和骨干688人，
劝返、遣送传销人员18514人，工商行政
处罚案件141起， 公安刑拘传销分子731
人，检察院逮捕351人，法院判决229人，
狠狠打击了传销违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大规模、 公开化的传销活动得到有效遏

制， 全省没有出现因传销造成的大规模
上访、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今年是《禁止传销条例》、《直销管理
条例》颁布十周年，我省将以此为契机，
从3月26日起启动开展打击传销春季宣
传月活动，各级工商、公安机关等相关部
门将继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严厉查处
异地聚集型传销、 网络传销及大学生参
与的传销活动等社会影响较大、 群众反
映强烈的案件，依法严惩传销组织者、领
导者和骨干分子， 坚决遏制传销蔓延势
头，不给传销留后路。

同时，今年全省将全面推进“无传销
城市”创建工作，将创建“无传销城市”工
作纳入“文明城市”和“平安湖南”创建的
重要内容。

涉嫌严重违纪

薛伯清接受组织调查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通讯员 蒋伟）

今天， 省纪委通过三湘风纪网发布
消息，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湖南日
报社） 党组成员、 社务委员薛伯清
因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
调查。

2015年澳门国际环保合作
发展论坛及展览开幕

陈肇雄率湖南代表团出席

一年救人8千多，抢救财产30多亿
全省消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严防传销“毒瘤”在春天“发芽”
我省打击传销春季宣传月活动启动

传播创新创业正能量
湖湘大学堂举办“让青春在创业中闪光”演讲活动

“你是我们心中军人的楷模”
———记勇斗歹徒的“衡阳军哥”许中辉

81年前， 18名红军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英勇献身———

当地村民年年祭扫无名烈士墓

92岁阿婆玩转书画
3月22日上午，长沙市岳麓街道敬老院，92岁的张宜老人为大学生志愿者画画。 张娭毑是邵阳人，年轻时没读

过什么书。 70多岁开始她喜欢上了画画写字，有空就画，且看到什么画什么。 4年前，她住进了敬老院，10多平方米
的房间就成了她的画室。 碰到有人喜欢她的画，张娭毑也很乐意送。 现在，张娭毑成了敬老院里的名“画家”。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身边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