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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吕超 唐军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强国必强军，强军必强科技。 在国防科技大
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活跃着这样一个群体：
他们平均年龄不到35岁， 都已在各自研究领域
取得骄人战绩， 谱写出一曲曲科技强军的青春
战歌。

今年4月、5月公布的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
项目资助和“王大珩光学奖-中青年科技人员光
学奖”中，国防科大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年仅32
岁的研究员周朴榜上有名。

攻博期间， 周朴向军事科技创新的高
地———新一代高能激光关键核心技术发起冲
锋， 在光纤激光相干合成技术领域实现多次突
破，提出的某评价标准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发明的多路激光并行优化控制算法， 成为唯一
入选物理学、 光学领域顶级期刊《量子电子精
选》专辑的中国研究成果；多波长相干合成研究
成果被一家国际顶级光学期刊学术网站作为封
面标图文章发表。

如今， 作为大功率光纤激光群体的核心骨

干，周朴和团队在基础研究方面创造了多个“国
内第一”，研制的中红外光学参量振荡器2013年
经多单位专家现场测试鉴定， 主要指标国际领
先，2KW单模振荡器2015年获北京发明博览会
金奖。

激光陀螺作为最前沿的惯性导航核心传感
器，一直是世界各国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为抢占这块前沿高地， 袁保伦自2007年博
士毕业留校后， 全身心投入到高精度激光陀螺
惯性导航系统的研究攻关中。 一次，为了获得第
一手实验数据， 他随船出海， 当时海况异常恶
劣，人在甲板上根本无法站立，他就用绳索绑在
自己身上固定，继续进行试验，这一固定就是十
多天，试验结束时他瘦了10多斤，但获得的试验
数据为成果验证提供了可靠依据。

10年来， 他先后攻克了惯性导航多项核心
关键技术， 使激光陀螺系统的整体水平实现巨
大的飞跃， 去年在某系统原理样机的全国比试
中取得了第一名。

打造军事科技强国，抢占军事创新高地，不
但要拥有一个高水平团队， 还要遵循科技人才

成长规律，培育大批储备人才。
2012年，学员王桢到部队实习，发现炮兵战

士听力不同程度受损， 于是想设计一款既能衰
弱炮弹轰鸣声、又能接收到指挥口令的耳机。 这
种急军所需和紧密联系实际的创意得到老师雷
兵的鼓励支持。

把买来的多种成熟助听器产品拆分，逐个种
类逐个部位分析原理再研究改进，仅通信和放大
器模块部分就反反复复分析研究了近半年，并把
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成果与他们共享……攻坚
阶段，雷兵与学员们一起奋战在创新基地，经常
战斗到深夜。

经过1年多的努力，“智能听力保护系统”终
于完成研制并成功申请国家专利，并斩获国际大
学生物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区总决赛特等奖，
第4届国际微纳传感器技术应用大赛一等奖。

王桢只是雷兵所带众多学生中的一个。近4
年来， 他直接指导学员在国际微纳传感器技术
应用大赛、全国大学生物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全
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等竞赛中先后获得特等
奖1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1项。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童中涵 陈程

� � � �名片
刘彬，男，1987年出生于隆回。 10年商海

摸爬滚打， 他从一个推销百山木桶的 “卖桶
郎”，成长为年产值上亿元的湖南百山洁具有
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 并率领团队创造了电
商销售额一年达4000余万元的非凡业绩。

� � � �故事�
� � � �黑框眼镜、简单运动衫。在隆回湖南百山
洁具有限公司见到刘彬时，29岁的他没有一
点成功人士的“作派”。就是这个“毛头小伙”，
去年率领电商团队，通过天猫和京东等平台，
销售百山产品，“吸金”4000余万元。

刘彬1岁多时，父亲就离家出走。 16岁南
下广东半工半读，后来做起了销售。

“一无背景、二无家底，人生打拼，我靠的
是‘诚信’两字。 ”刘彬侃侃而谈，“别人搞销售

看中的是利润，我看中的是人脉，当每一个客
户成为你的朋友，你的路就会不断延伸。 ”

诚信立本，为刘彬迎来人生转机。 2007
年8月，湖南百山洁具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友清
在广州参加博览会， 刘彬勇敢地向同是隆回
老乡的罗友清推荐自己。博览会期间，刘彬靠
着把客户当朋友的销售理念， 为公司签下不
少大单，顺利加入百山洁具有限公司，做起了
“卖桶郎”。

2013年，公司线下销售出现瓶颈，刘彬
看到大件商品开始在网上热销，也想“触电”。
但当时公司高层对电商销售并不看好， 刘彬
却毫不犹豫，投入自己全部积蓄30多万元，开
始网店前期运营。

网店运营后，拼价格、拼质量、拼服务，哪
条道才能闯出新路？“我们的木桶是用传统手
工制作的，所以在价格方面没有优势。 ”刘彬
坦言。

理思路、想点子，有一段时间，刘彬夜
不能寐。“木桶如果长时间不用，会干裂出
现漏水现象， 有的商家会说是客户没有按
产品说明使用，不包退换。 ”经过深思熟虑，
刘彬决定大胆打破这项“潜规则”，第一个
在木桶电商行业大胆叫出“终身包换”口
号。

这一招果然立竿见影。2013年10月，一
个客户从刘彬的网店买了一个足浴桶，一
个多月没用导致漏水， 刘彬二话没说给他
换了一个新木桶。 没想到对方是修正药业
集团的一位高管，几天后，刘彬收到了修正
药业集团下的一个大单。“他们公司为管理
层每个职员的父母赠送一个足浴桶， 一口
气买了800多个。 ”刘彬说。

诚信“法宝”迅速变现成“金”，引来同
行效仿。 但过硬的产品质量无法复制，刘彬
充满自信：“我们的木桶都是采用最好的柏
木打造， 工人都是隆回当地有十几年制作
经验的老艺人， 而且每个木桶出厂前都要
试水48小时。 ”去年，百山木桶网上销售一
路飘红，达到4000余万元，仅“双十一”一天
就卖出400多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颜英华

随着反家暴法的出台，对于警察在反家暴
工作方面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我省成功申
请的联合国CGF反家暴项目“将反家暴纳入到
警察教育培训的倡导与实践”，经过近2年的执
行，取得了丰硕成果。

6月14日，项目总结倡导会在长沙举行，联
合国官员马雷军先生亲临会议并给予高度评
价，认为项目执行有序，成果丰硕。 同时他表
示：“湖南反家暴工作创造了多个全国经验，希
望今后继续引领中国反家暴工作。 ”

让在职民警和“未来警察”
掌握规范实用的家暴干预技巧

在由湖南警察学院牵头执行的“将反家暴
纳入到警察教育培训的倡导与实践” 项目，于
2014年申请，并获得联合国批准。 项目旨在通
过倡导，促进反家暴内容纳入到各级警察教育
培训当中， 使反家暴课程成为一种常设课程，
以解决公安民警处理家庭暴力的立场态度和

干预技巧等方面的问题，提高公安民警处理家
庭暴力的能力和水平。

在项目支持下， 湖南警察学院率先在政法
类高校开设反家暴专门课程。课程主要讲授性别
平等知识、家庭暴力基本知识和警察干预家庭暴
力专业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让这些“未来的警察”
尽早掌握家暴干预技巧。该校侦查专业学生旷雅
琴告诉记者，通过学习，自己掌握了一些实用的
家庭暴力干预方法和技巧，知道了哪些话该说哪
些话不该说，学会了怎样安抚双方情绪。 她表示
自己有信心成为一名警察后处理好这方面问题。

通过项目倡导，省公安厅出台了相关红头
文件，明确要求省、市两级警官培训中心逐步
配备师资力量，开设反家暴课程。目前，省警官
培训中心已经开始在在职民警培训班开设反
家暴课程，湘潭、衡阳、邵阳等多个市州已将反
家暴课程纳入了在职民警培训。

成立全国首个家暴专门研究
机构，外国警察将来湖南受训

在项目的推动下，湖南警察学院于2014年

成立全国首个家庭暴力专门研究机构“湖南
警察学院家庭暴力防治研究所”。 研究所主要
是为基层公安民警干预家庭暴力提供智力支
持， 为湖南警察学院的反家暴课程和全省乃
至全国的反家暴培训提供师资支撑。 研究所
目前有成员10余人， 已有多名成员走上讲台
讲授家庭暴力课程。 自成立以来， 研究所已
经为北京、 上海、 河北、 山东、 四川、 甘肃、
黑龙江、 福建、 湖北、 内蒙古及本省多个市
州的反家暴培训提供了师资达30余次。 2015
年， 湖南警察学院组织全国首次警察反家暴
教官培训， 培养了一支公安系统的反家暴师
资队伍。

项目的另一个成果是反家暴课程成为我
省公安部外警培训基地主要课程之一。 公安
部湖南外警培训基地经公安部批准已正式成
立， 即将迎来东南亚、 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的警察接受培训。 通过项目推动， 反家暴课
程被确定为湖南外警培训基地的主要课程之
一。 这意味着湖南的反家暴工作经验不仅影
响了全国， 还将影响到国外。

青春之光
———国防科大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年人才速写

■强军征程 隆回木桶里“有黄金”

“湖南反家暴工作创造了多个全国经验”
———联合国CGF反家暴项目在我省执行近2年来成果丰硕

� � � � 6月13日上午，市民在表演自编自导的健骨操。 当天，长沙市开福区在滨江文化园举
行2016“骨动开福”健骨操决赛，倡导运动健身，预防慢性病。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胡静 摄影报道

“健骨操”跳起来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于振宇）经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湖南省湘
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4日公开
开庭审理了湖南省湘潭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谢清纯犯受贿罪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谢清纯在任攸
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醴陵市委书记、株洲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
便利，在工程建设、规划调整、土地变性、人
事任命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

同被告人胡水桃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 被
告人谢清纯单独收受人民币891.62万元，港
币10万元，美元3.6万元，欧元0.5万元；与被
告人胡水桃共同收受人民币14.6万元。

庭审中， 控辩双方对公诉机关提供的
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谢清纯、胡水桃及
其辩护人进行了辩护，被告人谢清纯、胡水
桃作了最后陈述。 法庭依法保障了当事人
的各项诉讼权利。

因案情重大，法院将择日宣判。

湘潭中院开庭审理谢清纯受贿案

刘彬 图/刘谦

� � � � 6月14日，俯瞰新建
成的长沙市雨花区花侯
新市民公园。日前，随着
该市最大的拆违复绿公
园———花侯新市民公园
开园纳客， 长沙首段环
城绿带在雨花区建成。
总长22.5公里的环城绿
带有花、有林、有公园，
为长沙城东南系上一条
“绿围脖”。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长沙首段
环城绿带
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