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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加过著名的桂南会战、 枣宜
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 滇西反攻，
曾孤身一人深入敌营立功而归。 他从
战火硝烟中走过来， 但70多年来，
却鲜有人知道他曾是誓死保家卫国的
战士。 他， 就是永州市双牌县泷泊镇
的百岁抗战老兵———奉天坤。

6月16日， 记者到达奉天坤家中
时， 奉天坤老人正从外散步回来。 奉
老个子不高， 身材很瘦， 脸上已布满
皱纹。 已是百岁高龄， 老人依然身体
硬朗、 精神矍铄， 平时还经常散步、
帮忙照看重孙， 生活基本能自理。 老
人的儿子告诉记者， 老人一辈子没得
过什么病， 除了在战争中受伤进过医
院外， 这么多年来， 他很少进医院，
身体也没有什么常见的“老年病”。

奉老告诉我们， 他今年101岁，
出生在1914年9月， 家在当时的道县
上梧江乡新立村奉家岭， 有兄弟三

人， 奉天坤排行老二。 1937年9月，
他被抽丁强制入了伍。 1938年， 于湖
南耒阳补入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9师，
分配到27团3营8连担当了一名机枪
手。 1939年11月15日， 日本军入侵
南宁， 并于12月4日进占昆仑关， 桂
南会战一夕打响。 为确保桂越国际
“生命线” 的安全， 保障抗日大后方
的物资运输， 奉天坤所在的2军9师换
防广西， 奉命驰援昆仑关与日军作
战。

战争带来的残酷和牺牲是巨大
的， 不仅是士兵， 更可怜的是老百
姓。 奉老在回忆过程中， 不止一次希
望这个世界不要再有战争。 他说， 战
士们死得太惨烈了， 有些甚至就在他
身边几十米的地方。 他亲眼看见日军
一颗炸弹呼啸而来， 一个班的人顷刻
就给炸没了， 他自己也来不及躲避，
被弹片击中。 他还说， 行军过程中经
常会看到， 被日军扫荡过的村庄几乎
没有幸存者。

谈到自己战场杀敌， 奉老告诉我

们， 作为机枪手， 本来就是敌人射击
的主要目标， 战斗一旦打响， 一切想
法都无暇顾及， 只有机械地拉动扳
机。 他说： “我不知道打死了多少日
寇， 但是我知道打倒了很多。”

战争， 生死往往就在一线之间。
抗战期间， 部队为了补充军需， 师部
决定单独派遣奉天坤一人， 前往日军
驻扎的一个大型银矿进行情报勘察。
为了掩盖身份， 连长要求他假扮难
民， 徒身进入矿区。 经过考虑， 奉天
坤否定了连长的做法。 “我还是要背
几颗手榴弹， 之后背了4颗手榴弹，
带了把刺刀。 我想， 就是他来三五个
人我杀死几个， 我死了也是值得。 我
不跟他拼上命， 那不是白死了。” 当
时的奉天坤是抱着必死之心前往执行
任务的， 机智加上运气最终让他从戒
备森严的矿区脱险， 并带着情报安全
返回。

回想起当兵的日子， 老人不禁热
泪盈眶， 抚着一顶发黄的旧军帽久久
不语。 老人还小心地从抽屉中翻出一

本老兵名录， 向记者介绍一个个老
兵。 对于我们称呼老人为英雄， 他严
肃地纠正道： “我不是英雄， 我就是
一个军人。 日本人都侵略到家里了，
你都不拿起枪去打， 还算军人？ 我只
是尽一个军人的义务。” 在他心里，
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 他
们许多人牺牲的时候不到20岁， 好多
人牺牲的时候连名字都没留下， 更没
有墓碑。 他希望后人能够永远地记住
他们。

抗战胜利后， 奉天坤退伍返家，
一生务农， 过着相对清贫的生活。 因
特定的历史原因， 老人一家曾辗转当
时的道县、 零陵多地， 数次搬家， 直
到1995年才定居在泷泊镇。 几十年
来， 奉老一直保持他豁达、 淡然的生
活态度。

临走时， 老人执意要送我们， 并
不停地向我们敬礼。 回望不断敬礼的
奉老， 我们看到的不单有饱经沧桑的
战火洗礼、 岁月变迁的斑驳， 更有时
间磨灭不了的军人的傲骨挺立。

把“三严三实”贯穿到管党治
党全过程，贯彻到全面从严治党各
方面，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进一
步推动妇女事业的发展。 必须从以
下三个方面着力：

强化一种精神：
甘于奉献的精神

要在“诚”字上下功夫。 党员干
部对党要忠诚、 对事业要赤诚、对
同志要坦诚。 对党忠诚就是听党的
话， 严守政治规矩和党的纪律；对
事业赤诚就是多用心、 多谋事、多
干事，把广大妇女的福祉作为妇联
奋斗的目标；对同志坦诚就是善待
同志，以诚相待，以心相交，互学互
鉴，互帮互促，形成团结协作、和谐
相处的共事环境。 要在“严”字上下
功夫。 树立严是爱、宽是害的理念，
把“三严三实”作为思想教育的重
中之重，把严的要求贯穿到干部日
常管理全过程，真抓真管、敢抓敢
管、严抓严管。 对一切违纪违规的
事情决不绕道走， 坚持立规执纪，
处理到位。 要在“实”字上下功夫。
严是要求，实是行动，最终要落在
行动中、体现在实践结果上。 谋事
要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
求是；创业要实，就是敢于担当，真
抓实干，真正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
的事情做好、做到位，重点解决庸
懒散拖不作为、推诿扯皮不负责等
问题。 做人要实，就是做老实人、说
老实话、干老实事。

树立两种思维：
法治思维和互联网思维

要强化法律意识。 凡是作决
策、处理问题，都要先找法律依据，
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要强化规
则意识。 要立规执纪、整章建制，确
定工作的职责边界、 工作流程、工
作规范，按制度管人管事，做到有
章可循，提高工作效率。 要提高依
法履职的能力。 领导干部不但要自
己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还要教
育引导身边同志， 做到依法办事、

依规办事。 要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
性和权威性， 真正让铁规发力、禁
令生成，确保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

要在“互”字上下功夫，最大限
度扩大“妇”字号影响。 勇于、善于
运用网站、 微信等新媒体手段，为
我们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布
信息收集信息、扩大妇女工作的影
响力、号召力上下功夫。 要在“联”
字上下功夫，最大限度拓展“联”字
号功能。 妇联作为党联系妇女群众
的桥梁和纽带，“联”字功能与生俱
来。 要利用互联网的“联”字功能，
把线上线下，体制内体制外，上上
下下、左左右右都联系起来，起到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工作的影响也
能传播出去。 要在“网”字上下功
夫，最大限度走向“体外循环”。 要
突破自身局限，借船出海、借风驶
船、借势造势，从“自我循环”走向

“体外循环”。

争当三个榜样：
团结协作、爱岗敬业和

廉洁奉公的榜样

争当团结协作的榜样。 妇联女
同志多，琐碎事情多，相对来讲，容
易产生一些矛盾。 作为领导干部必
须公道正派，要有容人之量，要善
于与人团结、沟通、合作、交流。 我
讲的团结协作， 不是一味地当好
人， 是在规矩和原则基础上的团
结。 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这才
是真正意义上的团结协作。 争当爱
岗敬业的榜样。 爱岗敬业是职业道
德的基础和核心，落实“三严三实”
最终体现在爱岗敬业上。 领导干部
在胸襟上要举重若轻，更要在具体
工作上举轻若重，极端负责极端严
谨。 争当廉洁奉公的榜样。 作为妇
联干部，要始终做到自身净、自身
正、自身硬，绝不能因一己之私给
单位抹黑、让组织蒙羞。 今年，省妇
联实行专项经费阳光分配，就是要
自觉净化政治生态环境，做廉洁型
机关、服务型机关、实干型机关、高
效型机关。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张少利 周仁） 今
天， 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全国
定向培养直招士官军地联席业务
会， 在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召
开， 全国15所试点院校出席会议，
有6个地方院校与二炮签订了 《定
向培养直招士官工作协议书》 。
2015年， 二炮在全国15所院校招
收定向培养直招士官， 计划招收
2000人， 其中湖南生源110人。

据介绍， 2015年全国有9所高
校在湖南定向培养直招士官， 计
划745人， 涉及陆军、 海军、 空
军、 二炮、 陆航等军种， 包括应
用电子技术、 通用航空器维修、
大气探测技术、 轮机工程技术等
23个专业。 湖南有两所定向培养
直招士官试点院校， 即长沙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和湖南科技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
凡2015年参加全国普通高校

招生统一考试的普通高中毕业生，
年龄不超过20周岁 （截至当年8月
31日）， 未婚， 政治、 身体条件符
合义务兵征集标准的都可报考。
基本培养形式为“2.5+0.5” 军地
联合培养模式， 学生入学后， 前
2.5学年的课程由学校负责， 后0.5
学年为入伍实习期， 由部队负责，
实习完成后由学校办理毕业手续。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 由士官学院
统一管理， 成立“模拟团”， 单独
组建班次， 按“团、 营、 连、 排、
班” 的编制实行分级管理， 食宿
相对集中， 实施军事化管理， 学
院定期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 身
体素质、 专业技能、 现实表现和
身心健康状况进行考评， 并将结
果反馈给部队。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周再明 胡武益

【办案结果】
个体工商户杨剑利用妹妹嫁

到香港的便利，请她代购药品寄回
后摆到自己所开的小卖部货架上
公开销售。 6月16日，经桃江县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销售假药
罪判处杨剑拘役3个月， 缓刑6个
月，并处罚金1万元。

【案情回放】
杨剑系桃江县桃花江镇个体

户，开了一个小卖部销售日常生活
用品。 2014年2月至11月，他通过
妹妹杨某某嫁到香港的便利，委托
她从香港购得胃仙—U、 黄道益活
络油、千里追风油等药品、产品后，
通过快递寄回到其所开的小卖部
公开销售，销售金额2512元。2014
年11月5日， 桃江县公安局会同桃
江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小卖

部内查获并扣押没有出售完的黄
道益活络油等61种140件药品、产
品。 经益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认定， 其中千里追风油等5种药品
因没有批准文号或进口药品注册
证号，认定为假药。

【检察官说法】
办案检察官李希明说，《刑法》

第141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罚金。 杨剑明知所售药品没有批
准文号或进口药品注册证号，为牟
取非法利益，在没有任何药品进口
手续的情况下，私自委托他人购进
并销售假药，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
药罪。《刑法修正案（八）》将此罪从
结果犯改为行为犯，即只要有制售
假药的行为，不论该行为是否会产
生危害后果，都要受到刑事追究。

【温馨提示】
广大市民不要误以为是境外

药品就有显著的疗效，从境外购买
药品寄回或带回到国内后，未经相
关部门审批而擅自销售，既违反了
我国法律，又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
患。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周
小雷 通讯员 王握文 李治） 由解放
军总政话剧团创作排演的军旅话剧
《兵者·国之大事》全国高校巡演第一
站6月12日来到长沙， 连日来在国防
科大为长沙21所高校师生连演3场，
场场爆满，观众达7000多人，在高校
师生中掀起一股“兵者旋风”。

世界风云变化多端，中国军人
在想什么？ 周边局势波诡云谲，中
国军队在干什么？ 话剧《兵者·国之
大事》紧紧围绕努力实现强军目标
这一主题，以我军近10年来重大军
事演习为时代背景，通过某部一场
演习结束后，指战员们对演习成功

与否的激烈争论，触及部队训练中
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反映了当代军
人敢于直面和平积弊， 大胆革新、
开拓进取的精神，塑造了一个勇立
新军事变革时代潮头的英雄群体。
整场话剧情节扣人心弦，演出高潮
迭起， 让人在享受艺术盛宴的同
时，看到了新一代革命军人为实现
强军目标的使命担当。

据介绍， 该剧自问世以来，已
在北京演出91场，受到军委总部领
导、部队官兵、戏剧界专家和社会
各界好评。 长沙高校演出结束后，
该剧还将在北京、 上海、 南京、西
安、广州等地高校巡演。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乔伊蕾） 今天，记者从省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获悉，冒用“红网”、“为民
网” 、“求索网” 名称的3家网站因
假冒侵权被依法关停。

省网信办在接到有关网站举
报后， 立即展开调查。 经查， 这3
家网站都是未备案网站， 假借正
规网站的名义非法从事互联网信
息服务， 谋取不正当利益。 省网
信办负责人表示， 这些行为严重

违反了互联网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又严重侵害了相关正规网站的合
法权益， 必须出重拳予以整治。
今后将强化查处假冒侵权网站的
力度， 对此类网站采取“零容忍”
态度， 一经查实， 将依法予以关
闭。 同时， 欢迎社会各界、 广大
网民通过举报网站： http://wf-
blxx.rednet.cn， 举 报 电 话 ：
0731-82688060， 依法据实进行
举报。

湖南日报记者 李勇

从1988年招干进入通道侗族自治
县检察院， 刘彩娥已在侗乡工作了27
年。 6月中旬，记者见到她时，这位院党
组成员、副检察长兼政治部主任，正在
为几名侗族群众调解纠纷， 半小时后，
侗族群众握手言和，大家感激地说：“还
是刘大姐的话合情合理，我们服！ ”

“刘大姐”是邵阳县人，原来没接
触过侗语。但在侗乡办案，她常常遇到
只懂侗语、不懂汉语的当事人。不解决
语言障碍，怎么办案？

她从最基础的东西学起， 虚心向
院内懂侗语的干警学习， 在日常交流
中坚持学讲侗语。通过刻苦学习，刘彩
娥很快能用一口流利的侗语与当事人
对话。 20多年来，刘彩娥用侗汉双语

办案100多起，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
案件评查件件为优秀。

有一年， 周某等人诈骗多名侗族
群众，涉案金额达8万多元，大部分受
骗群众为老年人，不懂汉语。 一名年轻
干警受理此案后， 和受骗群众交流起
来磕磕巴巴。 刘彩娥亲自出马，积极与
受害人进行侗语交流， 及时了解被害
人的真实想法。 在此基础上， 几经周
折，做通了犯罪嫌疑人家属的工作，将
被害人被骗的钱全部退赔。 被骗金额
最多的陆志贵老大爷， 收到全部退款
后， 握着刘彩娥的手喜极而泣：“刘大
姐，太感谢你了，帮我追回了血汗钱！ ”

自己的侗语过关了， 新招录的年

轻干警大部分都是外地人， 他们怎么
办？刘彩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针对这
一实际， 定期组织懂侗语的老干警和
县内侗语专家开设侗语课， 并组织干
警开展日常侗语对话、 侗语知识竞赛
等。 现在，该院坚持“侗汉双语”办案，
60%的干警都能用一口流利的侗语与
当事人交流。

工作中，刘彩娥还将侗族“款约”
灵活应用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实
践，与侗族群众的心越贴越近。

款约， 是侗族法文化的集中体现，
是侗族人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
安宁，调整人际关系而约定俗成或集体
制定的行为规则。刘彩娥针对一些轻微

刑事案件、邻里纠纷案件，坚持发挥侗
族“款约”的补充性作用，努力达到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她在办理粟某
故意伤害案时， 发现当事双方同处一
村，便利用侗族“款约”进行沟通协调，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粟某赔偿被害方
医药费等5万元，并向其赔礼道歉。 检
察院将刑事和解材料全部移送县人民
法院，最终粟某被判处缓刑。

就这样，刘彩娥用热心、真心和诚
心，打动了许许多多的侗乡群众。从检
27年，这位侗乡群众心中的“刘大姐”，
先后荣获“全市党员学习明星”、“怀化
市人民满意的检察官”等80多项荣誉
称号。

以案说法
主持人：何淼玲
邮箱：1057831086@qq.com

销售境外药品获刑

军旅话剧《兵者·国之大事》在长沙高校巡演

掀起军地高校“兵者旋风”

双牌百岁抗战老兵：

曾闯血雨腥风 舍命为国驱寇

6月15日，特战队员在跳跃火圈。6月15日至17日，长沙市望城区黑麋峰，武警湖
南省总队组织特勤排骨干进行野外超极限综合训练，砺练超常意志、顽强精神。 参
训的181名特战队员在各种复杂地形环境下开展泥潭搏击、高空索降、综合体能、
小组战术、野外生存等33个课目的训练，最终角逐出30名勇士，授予“三湘勇士”勋
章。 吴建波 摄

定向培养直招士官

二炮今年将在湘
招收110人

我省网信办
依法关停3家假冒侵权网站

“刘大姐”贴心为侗乡群众办案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熊远
帆 通讯员 郑旋 肖军） 今天， 星沙
强制隔离戒毒所走进长沙泉塘小学，
为小学生们设立禁毒展板、 发放禁毒
传单、 手册， 并组织工作人员和戒毒
人员现场讲解了禁毒知识和戒毒经
历。

据悉， 全国1400万吸毒人员中，
长沙在册登记的近2万人。 近年来，
青少年吸毒呈上升趋势， 长沙市年龄

最小吸毒者仅13岁。 其中， 新型毒品
的吸食、 滥用情况日趋严重。 星沙强
制隔离戒毒所政委王勇介绍， 以摇头
丸、 冰毒、 麻古等为代表的新型毒品
都以化工合成的方式生产， 它们直接

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 即使隔离戒除
后， 仍有大部分人会存在稽延性戒
断症状 ， 复吸率非常高， 相较于
传统毒品有更强的成瘾性和危害
性。

王勇提醒， 毒品对于尚未形成正
确三观的青少年所造成的身体和心
理摧残都是巨大的。 所以禁毒教育
必须从娃娃抓起， 在孩子们树立起正
确的三观之前， 让他们对毒品有更深
刻的认知。 青少年要避免结交不良朋
友， 克服对于毒品的好奇心， 不要随
意接受陌生人的“奶茶粉”、 “咖啡
粉”、 “止咳液”、 “口服液” 等饮料
酒水。

民警提醒

谨防新型毒品危害青少年

勇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