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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疆
梦
湘
疆
情

湖
南
日
报
记
者
王
为
薇

编者按
不是所有的树都能在沙漠生

长，胡杨做到了；不是所有的花都能
在雪山绽放，雪莲做到了；不是所有
的人都能践行援疆梦，他们做到了。
2015年第24届中国丝绸之路吐鲁番
葡萄节期间， 记者在湖南对口援建
的吐鲁番市遇到了一大拨来自湖南
的“8090”。他们，在援疆的道路上一
往无前。本报在《青春8090专栏 》推
出4篇报道， 反映他们的青春风采，
敬请关注。

� � � � 名片
黄敏 ，1990年生，永州人 ，湘南学院

康复治疗学教师、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康
复治疗师。2014年8月援疆， 任吐鲁番地
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 湖南援疆队
首位“90后”队员。
� � � � 故事

9月10日上午9时10分，黄敏走进教
室，感觉学生“要造反了”———30多位学
生齐齐站上讲台冲她鬼笑。

正准备开嗓教育，“黄老师， 节日快
乐。” 明显练过的祝福把黄敏唤醒了，
“黑板上‘祝黄老师节日快乐’几个大字，
让我感觉幸福‘爆表’。”

为了这一声他乡的“黄老师”，黄敏
在得知湖南第七批援疆队招人时，“拼了
命”去争取。2014年8月30日，作为湖南
省援疆队首位“90后”，黄敏落地吐鲁番。

说不想家，是假的。可90后的“女汉
子” 总是有办法安慰自己———吐鲁番至
长沙，里程3330.20公里，自驾不停歇要1
天又12小时，过路费1660元；搭火车从吐
鲁番站至长沙站要1天又18小时，硬座车
票672元； 坐飞机要2000多元。 想想这
些，突然没那么想家了。

为了让父母放心，黄敏将吐鲁番的特
产分批寄回老家。“我用沁甜的果实告诉
家人，新疆有蓝天白云和世界上最甜的水
果，有独特的风土人情与工艺品，父母也
渐渐放心了。”

除了一声“老师”，踏进学校扑面而
来的两个画面， 更让黄敏坚定了在吐鲁
番扎实干两年的意志———

“我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走过尘土
飞扬的操场， 孩子们一窝蜂围上来问我

拿的是啥。我知道这里较内地落后，但没
想到他们连电脑也没见过。”

“孩子们下课打开水龙头喝生水，他
们说，有自来水喝就很好了。”

吐鲁番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是湖
南全额援建的一所学校。 建在戈壁滩上的
新校区，在校区规划、专业筹备等方面急需
人手。揣着当职业教师梦想而来的黄敏，除
了日常教学， 还肩负起了筹备康复专业的
重任。“吐鲁番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马上
要升格为吐鲁番职业技术学院了， 从中专
升为大专，我有幸成为见证人之一。”

在采访中， 很多援疆队员都有这样
一种感觉———虽是援疆，也是学疆。黄敏
也不例外。“这一年， 经验丰富的同行手
把手教我，如何让孩子们理解汉语，如何
了解少数民族孩子的心理，以便教学。而
孩子们，也让我更懂感恩。”

“老师，我们终于放假咯；老师，我们
寒假到医院见习啦；老师，今天我还鼓足
勇气给病人拔针了呢；老师，你在湖南老
家还好吗……”每个寒暑假，孩子们通过
微信给黄敏发去实习、打工的感想，询问
老师是否安好。

经过一年的相处， 黄敏的心已经深
深扎在了吐鲁番。“小区屋后的桑果伸手
可摘” ……黄敏的微信朋友圈几乎被吐
鲁番的果子、 情谊占据。“援疆不是一时
一刻的冲动，而是聚沙成塔的力量，我相
信，通过一批批的援助，这里的教育一定
能进步。”

前阵子， 黄敏的故事上了湘南学院
附属医院院报， 她在电脑上敲出这样的
心情： 愿自己在这个不闲的九月坚强如
初，等待未完成的梦和心爱的小伙。

年少疯狂 活到淋漓

� � � � 名片
廖玲玲，1984年生，衡南县规划局副

局长 。2014年3月来到吐鲁番市鄯善县 ，
负责该县城市规划审批管理。 一年半的
时间， 从未想过会来边疆奉献青春的小
女人， 已然成为了促进汉维交融的骨干
力量。
� � � � 故事

也许是年龄相仿， 廖玲玲见到我的
第一时间便抛出一个让我有些惊讶的问
题：“你啥时候生的孩子？ 男孩还是女
孩？”

等到我的回答，她一下陷入沉默，直
到我揽住她的肩膀， 似乎才从凝思中惊
醒。

2007年从湖南城市学院毕业后，玲
玲按部就班地就业、结婚。2012年，将生
娃当成头等大事的玲玲在老公的鼓励
下，边备孕边参加了注册规划师考试，当
年考过3门，另外一门“挂科”。由于这一
考试限期2年，2013年， 玲玲不得不放弃
备孕专攻考试。

“2013年是我人生中最戏剧化的一
年。”2013年12月15日，考试成绩出来，最
后一门过了。喜爱孩子，盼望当妈的心情
一下子极度释放，“我又可以备孕了。”

成绩出来不到半月， 意料不到的一
幕发生了———局领导找玲玲谈话， 准备
援疆。“衡阳对口援建鄯善， 当年需要在
衡南县找一位本科毕业的注册规划师支
援鄯善，全县只有我符合条件。”

“当时脑子轰地一下乱了， 想生孩
子，害怕暴恐，不舍家人。”玲玲纠结的事

情很多。
虽说人生大事和职业选择碰撞在一

起太过震撼，可玲玲纠结的时间却很短。
“那晚，和老公、父母长谈后，第二天我就
决定援疆。 说白了还是因为组织的信任
和工作的需要。”

玲玲说，这个决定不算冲动，可没想
到就在出发前4天，昆明发生了新疆分裂
势力策划组织的暴恐事件。“2014年3月5
日启程，心理压力巨大，可以说是带着拼
了的心理进疆的。”

新疆的日照很长，日子也显得格外悠
长。孤独，是这片距家3000余公里的戈壁
带给玲玲最直观的痛感。 开始的日子，一
天恍如一年，没朋友、没家人、没孩子，“每
次看到朋友圈里有人晒娃，总免不了哭一
场。”

不曾想过援疆， 更不曾想过能和维
族同胞交上朋友， 这一切却被长长的日
子给一一颠覆了。“一位维族同事， 通过
档案得知我生日， 偷偷邀上小伙伴为我
庆生；一位奶农，去她家买牛奶却从不收
我钱。”

颠覆玲玲预想的还有鄯善县公务人
员的执行力。“来了才晓得， 这边的公务
人员执行力太强了，都是‘5+2’、‘白+黑’
模式。不仅如此，服务意识还特强，比如
葡萄3月开墩上架，10月埋墩冬眠， 公务
员都会帮着农民一起干活。”

临走前，玲玲加了记者的微信，她的
微信名是“吐鲁番的葡萄”，“今年的日子
感觉短多了，撇开想早点生娃的因素，还
挺希望剩下的一年半慢些过呢。”

意外进疆 鄯善情长

� � � � 名片
刘彦波，1983年生于山东， 湖南女婿。湘

南国际物流园管委会监察室主任，2014年3月
赴疆，任吐鲁番市托克逊县环保局副局长，希
望通过自己的行动促进环保理念的深入。
� � � � 故事

“能不能吃苦？”
“能。第一，我是北方人，习惯北方的环

境；第二，老人身体康健，自己还没孩子，没
有太多牵挂。”

单位征集援疆干部时，刘彦波瞒着家人
报了名。郴州市北湖区区委组织部找其谈话
时，他嘴上虽答得斩钉截铁，心里还是有些
打鼓———害怕家人反对。

意想不到的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
女人” 给了他这样的答案———“身在山东的
母亲说，在湖南也是常年见不到，去新疆一
样；妻子说，想去看外面的世界就去吧。”

对新疆的印象停留在地理课本和网络
图片上的刘彦波，带着万丈豪情走进了吐鲁
番。迎接他的，是托克逊这一矿产大县原来
粗放发展所欠下的环保债。

托克逊县阿乐惠镇的老百姓将其领到
镇上一条河边，带着怒气：“这条河以前有鱼
有虾，我们都是直接喝河水。这条河是谁污
染的，你们必须去查。”托克逊县的企业大部
分为能源企业， 前期为了带动县域经济，上
马了一些未做环评的企业；而今，还有一些
在内地环评不过关的企业涌入边疆。

望着这条周边已寸草不生的黑水河，
刘彦波感到“压力山大”。 他说了一个细
节：“2002年托克逊县设立环保局， 可直
到2013年，针对企业环保违法的罚款竟然
是0。”

援疆3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身为托
克逊县环保局副局长， 刘彦波下定决心，不
能虚度这3年。

虽是副局长， 下属的执法队也就3位
队员，每个月要跑的企业却达80家，了解
企业生产、整改情况。“队员们不仅没有休
息一说，还要直面不懂环保法的企业的责
难。”

2014年1月， 库米什镇一家大理石加工
企业因违反环境保护法被要求停产。 企业置
若罔闻依旧非法生产， 直至2014年3月法院
强制执行。“这下，企业负责人不干了，带着十
多号人到环保局闹，叫嚣‘此前十多年没人管
排污，现在为什么要管。我们日子没发过，你
们也别想过好日子’的话。”刚刚到任的刘彦
波并不怕， 他扎扎实实为其讲了一上午的新
《环保法》，该负责人心服地认罚，并承诺进行
后续整改。

据统计，2015年前8月， 托克逊县接受
处罚的企业有十余家，“罚款不是目的，我们
会对每一家受罚企业进行后续的整改跟进，
督促其淘汰落后设备， 更换节能环保的设
备， 老百姓可以离蓝天白云的梦想更近一
点。”

9月19日，阿乐惠镇的群众给刘彦波打
来电话，“他们告诉我，镇里此前被污染的两
条河最近清澈一些了，煤矿流出的污水在多
重监管下，已不再直接排入河道，而是经过
处理后才进行排放了。”

援疆一年多来，当地领导们也更为关注
环保，“我能做的很有限，但希望通过自己的
行动促进环保理念的深入，依法行政，执法
不是求人，更不要怕得罪人，这是国家赋予
我的责任。”

世界很大 环保路遥

� � � � 名片
范尉，1987年生，郴州人，新疆塔城市人

民医院口腔科医生。在新疆读研期间及毕业
后自愿留新疆的4年间，与“孤残”孩子结下
深厚情缘。范尉说，这样的青春虽艰苦，却繁
华。
� � � � 故事

7月17日，正在郴州汝城探亲的范尉接
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让他不得不放下生
病的奶奶，奔赴5000公里之外的新疆塔城。

电话那头是夏和扎达、夏和扎提双胞胎
脑瘫姐弟的姑姑古丽娜，“两个孩子突然抽
搐，塔城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建议去乌鲁木齐
的大医院治疗。”

赶到新疆时， 正值当地今年最高温。将
4500元积蓄交给古丽娜后， 范尉立即发动
老师、朋友捐款。“一共筹了2万块钱，姐弟俩
都顺利完成了手术。”

与新疆“孤残”孩子结缘始于2010年的
冬天。那时，生于郴州汝城的范尉还是一个
本科医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新疆塔城遭遇雪
灾，很多“孤残”孩子在风雪中冻得瑟瑟发
抖。

这个时年23岁男孩， 毅然决然地选择
去新疆医科大学攻读研究生，并将自己学业
之外的所有时间都分给了那些叫他“湖南哥
哥”的“孤残”孩子。

2011年12月，新疆已是寒冬。暖冬衣物
准备好了，范尉只身前往塔城，开始寻找风
雪中的“孤残”孩子。

冒着大雪，走访2天，行程1300多公里，
随着带过去的衣物越来越少，范尉记录的信
息却越来越多，“热依扎是孤儿，哥哥双眼失

明；恩卡尔，父亲去世，母亲病重……”
小雪， 是范尉初次访问塔城结识的96

位“孤残”孩子中的一位。是年，小雪8岁，1米
3的个头，走路一摇一摆，臀部畸形突起，身
体弯曲。学医的范尉很快意识到，小雪患先
天性髋关节脱位症， 且手术花费将不菲。而
且，小雪因家庭变故无钱看病，已经耽误了
最佳治疗期。

让范尉下定决心帮助小雪的，更是孩子
与命运顽强抗争的精神。“她5岁时， 父母遭
遇车祸，父亲去世，母亲重伤，从此，她就承
担照顾母亲的责任，却从不说苦。”

2013年12月，得知自己获得国家级奖
学金，范尉给小雪妈妈打去电话，“小雪的
病有希望了。”2014年3月4日， 揣着2万元
奖学金和小雪妈妈东拼西凑的8000元借
款，范尉带着小雪找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

多方协调下，小雪的第一期截骨复位手
术完成。11月，范尉又将自己获得的5000元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奖金送到了小雪手里。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帮助下，小雪的第二次手
术完成。 范尉永远无法忘记2014年12月10
日这个日子，“这一天，小雪走出了正常走路
的第一步。”

8年来，范尉累计捐出奖、助学金及工
资8万元， 筹集善款10万多元， 募集衣物
6000余件，资助贫困“孤残”孩子100多名。

2014年7月，范尉毕业，他放弃留校任
教和回湘行医的机会，选择留在新疆塔城市
人民医院。继续做“湖南哥哥”，源于他和孩
子们的约定：只要需要哥哥，哥哥就会一直
守护身边，共同面对未来的困难。

湖南哥哥“孤残”之光

通讯员 邹太平 万锋
湖南日报记者 乔伊蕾

【案情通报】
9月21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委监

察局通报了9起发生在重点领域、 重点行业的
违纪违法案件。 其中一起为：2011年至2013年
期间，在承办尹某某等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案过程中， 刘祖全作为该案主办法官，挪
用案件先予执行款及赔偿款进行营利性活动
或其他使用，数额巨大，情节严重。今年5月15
日， 永顺县纪委给予刘祖全开除党籍处分，并
建议永顺县人民法院党组，按程序免去刘祖全
审判委员会委员、 民事审判庭第一庭庭长职
务。

【案件回顾】
“你以瞿章勇的名义把尚未兑付完的赔偿

款领出来， 以便后续赔偿款有序兑付。”2012
年5月22日，刘祖全在对尹某某等11人诉讼王
某某等4名被告机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作出一审判决后，指定该案原告诉讼代理人彭
再明到县人民法院财务室出具领款单，将案件
尚未兑付的赔偿款176462.75元转入自己持
有的户名为瞿章勇的农行账户上。

5月23日， 刘祖全收到银行个人账户活期
存款短信通知，看着案件先予执行款及赔偿款
的金额数字，他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
钱要是自己的多好啊，光银行利息也是一笔可

观的收入。
面对金钱的诱惑和法律的准绳，刘祖全每

天彻夜难眠。经过数天的思想斗争，他终究抵
挡不住诱惑，决定“借鸡生蛋”，先将这笔资金
转入自己账户， 神不知鬼不觉赚点利息钱。他
认为，反正先予执行款及赔偿款的拨付权在自
己手中，可以自由裁量，加上经手的款项多，可
以“拆东墙补西墙”。

6月3日 ， 刘祖全分两次将赔偿款中的
14.8万元转存入自己农业银行的账上。8月19
日，又将其中的13万元转存为5年定期。

11月1日 ， 刘祖全在又一起机动车辆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 ，用同样的手法将先予
执行款剩余的19万元转入自己账户上 ，并支
取现金 4.9万元借给侄子用于生意周转资
金 。

2013年1月16日，刘祖全为达到在建设银
行办理理财金卡最低存款20万元的要求 ，将
14.1万元的先予执行款及其他款项7.9万元
转存至建设银行理财金卡上。

2014年5月，永顺县纪委监察局在开展查
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专项
工作行动中，听到一些关于刘祖全拖延或推迟
兑付案件执行款和赔偿款的反映，迅速成立核
查组，对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近年来的财务
赔付情况以及其个人开展调查。

经多方查证核实，刘祖全先后挪用先予执
行款及赔偿款共计32万元，其中进行营利性活

动金额为27.1万元，归个人使用金额为4.9万
元。

2014年6月7日， 永顺县纪委核查组约谈
刘祖全，他心存侥幸，自
认为挪用先予执行款及
赔偿款一事做得天衣无
缝，能够蒙混过关。

然而， 在一项项铁
证面前， 他不得不低头
认罪， 交代了自己违法
犯罪的事实， 并悔恨地
说：“我不该打手中权力
的擦边球， 酿下后悔莫
及的苦酒， 滑向犯罪的
深渊。”

2015年 2月 6日 ，
永顺县纪委决定对刘
祖全严重违纪问题进
行立案调查 ， 并于4月
20日将刘祖全案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 。 目前 ，
刘祖全已被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

【案例点评】
永顺县委常委 、县

纪委书记田源：
十八大以来， 党中

央下大气力拔“烂树”、

治“病树”、正“歪树”，党风政风明显好转。但也
有人自以为权力在手,就可高人一等,就可随意
践踏法纪，知法犯法。作为执法执纪部门，要切

实做到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教育，健全制度，
严查重处，让纪律和规矩入心、入脑、入行，从
而实现“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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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借鸡生蛋”陷囹圄
———永顺县法院民一庭庭长刘祖全挪用案件先予执行款及赔偿款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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