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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李兴中 文作兵）今天，华容县实
验初中各班学生打开自己的“德能”存折，
1302班李超同学得到了150个德能币，成
为全校最“富有”的人，成了不用评选的优
秀学生：3次参赛学校活动获一等奖获30

德能币；4次代表学校参加体育比赛活动
获第一名，获30德能币……这是该校创建
“德能银行”，创新评价模式，变“印象打
分”为量化考核所取得的成果。

该校设立一个总行，各班级为独立支
行，个人设立独立账户。学生平时表现以

德能币形式存入银行个人账户。每位学生
账户内预存70原始德能币，通过日常表现
考核， 获得相应德能币存入个人账户，不
良的表现则扣除相应德能币。学生参加各
级、各类公益活动、竞赛和社团活动者增2
德能币； 好人好事每次增1至5德能币，学

生表现一日一登记， 班级一月一公开，对
于德能币低于60的学生将出现红色预警，
学校将邀请家长来校配合教育。很多学生
在德能币获得的过程中增强了自信，30名
“问题生”变好了。积极向上、热心公益在
该校蔚然成风。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田忠 高铭阳 ）把时间存进“银
行”，想用的时候取出来的不是时间，而
是贴心的照料。 这就是浏阳市沙市镇敬
老院“时间银行”的奇妙之处。

记者今天在沙市镇敬老院看到，91
岁的老人张仁武腿脚不灵便， 生活不能

自理，然而他的房间却干净整洁。 72岁的
老人邓汉国每天都会来照料他，喂饭、洗
澡、洗衣，已坚持了半年。2010年，邓汉国
受聘到沙市敬老院照顾一位退休干部。
2013年这位干部过世， 她的工作完成了
却也就住了下来。2014年，她加入到敬老
院“时间银行”的服务队伍中。

目前， 沙市敬老院共住了170多位
老人，却只有12名服务员，如果外请人
员，不但面临招工难的问题，而且每个
工人每月不低于2000元的工资，也让农
村老人无力承担。 于是院长汪良秋就想
出了“时间银行”的办法：让相对年轻、
身体较好的老人来照顾年长体弱的老

人，把这些服务的时间都存进“时间银
行”，将来需要取用时，曾经的服务者就
能免费享受被照顾的服务。

记者了解到， 沙市镇敬老院“时间银
行”的管理办法从2013年实施，两年来运行
良好，共有26人参与充当服务者，累计服务
时长近2年，得到服务的老人达到80多人。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谢谢你们，让我重新看到
了生活的希望！ ”12月25日，宁
远县天堂镇岭脚村残疾青年周
福饱含热泪地说。 这天，他成为
了该县星球门业制造厂的一名
股东。

10月14日傍晚， 该县舜陵
街道个体户邱小慧送孩子上晚
自习时，看见一名年轻人拄着拐
杖在县湘运车站附近徘徊。

邱小慧上前询问得知，年轻
人叫周福，1989年12月出生。 他
不到半岁母亲病逝。 2002年，周
福突然手脚麻木。 从那时起，父
亲带他四处求医问药。3年前，被
确诊为“青少年帕金森”综合症。
他父亲因为长年过度劳累，被确
诊为鼻癌晚期。全家仅凭低保和
亲朋资助艰难度日。 为节省开
支，他父亲放弃治疗。为此，周福
想外出寻找帮助。

邱小慧当即给朋友陈景

辉、王怀勇、欧阳友进打电话，
开车把周福送回家。

10月17日， 陈景辉与该县
摄影爱好者彭小葵、 王怀勇等
来到周福家，用照片和文字，把
周福的情况发到微信朋友圈，
大家纷纷转载。 该县青年创业
商会、 摄影家协会等立即组织
募捐。 不久，到款55670.61元。

25日， 大家把善款送到周
福家。 善款如何使用？ 如何保障
周福今后的生活？ 大家犯了愁。
这时，参与献爱心的星球门业制
造厂负责人成胜利提出，如果周
福同意， 可以将5万元善款入股
星球门业制造厂。 这样，周福成
为工厂的股东， 每月保底分红
1000元，按月支付。周福可以随
时单方面终止入股，由全体爱心
人士进行监督。 在大家的见证
下，周福签订了入股合同。

记者还获悉，该县文明办、
医保中心、 残联等正在积极为
周福寻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岗
位。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
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张少利）今
天，我省230名定向培养直招士
官入伍欢送仪式在长沙航空职
业技术学院举行。 据了解，我省
是近年来全国培养定向直招士
官兵种最多、计划最多、输送人
数最多的省份，截至目前，承担
培养任务最多的长沙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已向军队输送专业技
术士官1808名。

省军区领导介绍， 这是我
省向部队输送的第二批定向培
养直招士官，这批士官2013年9
月入校，今年12月入伍，他们有
幸成为首批国家资助对象之一。
日前，财政部、教育部、总参谋部

联合印发《关于对直接招收士官
的高等学校学生施行国家资助
的通知》， 明确规定定向直招士
官入伍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
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家
助学贷款实行代偿，首批享受政
策的有三类，“第三类是2013年
9月入学参加定向培养、2015年
12月入伍实习已拿到正式入伍
通知书的高校学生。 ”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主
要承担为军队装备修理和地方
经济建设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的任务。 2012年以来，该院
士官招生计划连续走高，4年来
共招收定向培养直招士官1570
名。

爱心捐款变股本
残疾青年成股东

谁德能币多 谁就最“富有”
华容县实验初中“德能银行”创新学生评价模式

存的是时间 取的是服务
浏阳市沙市镇敬老院“时间银行”改善养老服务

湖南230名
定向直招士官入伍

12月28日 ，长
沙市芙蓉中路荷花
池巷附近， 一辆小
车因违章停放在人
行道被城管执法人
员锁住轮胎。 为逃
避处罚， 司机竟将
被 锁 住 的 轮 胎 下
掉，换上备胎，准备
开走， 被执法人员
及时发现。 城管执
法人员提醒,违章后
需接受处罚后才可
解锁， 否则车辆将
留下违章记录 ，还
将通过城管、公安、
司法部门追查车主
的责任。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蒋钰瑶
摄影报道

违章处罚 没有“备胎”

图片说事
邮箱:4329536@163.com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张朗

【判决结果】
近日，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

了一起储蓄卡被复制盗刷案件，维持鹤城
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判令张某丢失的
31.5万元存款最终由银行来买单。

【案情回放】
2014年10月12日19时10分左右，中方

县某学校老师张某在逛商场时收到某建设
银行发来短信， 内容为：“您尾号为6887的
储蓄卡账户10月12日19时4分消费支出人
民币315000.00元，活期余额194.83元。”张
某立即打开随身携带的钱包， 发现银行卡
仍然在钱包中， 便立即拨打该银行服务热
线，向客服工作人员反映银行卡在身上、自
己没有消费刷卡的情况， 客服人员回答确
实被刷卡消费， 且告知刷卡消费地点在云
南省官渡区“简单服饰店”。 随后，张某到该
行反映情况， 该行表示不能冻结31.5万元

存款， 存款已被盗窃且不能返还张某。 为
此，张某一纸诉状将该银行诉诸法院，请求
该行赔偿其全部存款本息。

【法官说法】
审理此案的法官王友华说，商业银行

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
位和个人的侵犯。 未能保证银行卡的唯一
性和不可复制性， 导致银行卡被复制盗
刷，张某因此遭受的损失应当由银行承担
赔偿责任。 银行主张张某对泄露银行卡信
息及密码存在过错，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
明， 不能仅凭张某的银行卡被他人盗刷，
即推定张某对保管银行卡信息及密码存
在过错。 因此，判决该银行赔偿张某全部
存款本息。

【温馨提示】
广大市民在使用银行卡时一定要妥

善保护好密码，在公共场合或在电子信息
平台上不要泄露密码，也不要将银行卡随
意外借，以免留下安全隐患。

以案说法
主持人：何淼玲
邮箱：1057831086@qq.com

31.5万元存款不翼而飞谁担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