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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刘小林 叶寒竹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于12月12
日在北京举行， 汝城县土桥镇周家村何利群
家庭作为首批全国文明家庭代表参加表彰大
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去年，何利群家庭曾被中宣部、全国妇联
评为“全国最美家庭”“全国十佳教子有方‘最
美家庭’”。

一个普通农家获得如此殊荣， 何利群家
庭有着怎样的感人事迹？12月25日，记者赶往
汝城县土桥镇周家村， 近距离感受这个全国
文明家庭的淳朴、美好家风。

和为本，11人同锅吃饭

何利群家庭是一个大家庭，四世同堂，共
有11人，包括何利群与老伴周家训，2个儿子、
2个媳妇，3个孙子、1个孙媳妇，1个曾孙。

俗话说，树大分枝，儿大分家。何家为何一
大家子还在一个锅里吃饭？何利群说：“合有合
的好，只要我们爱儿孙，儿孙就会爱我们。”

就拿如何处理婆媳关系来说， 何利群认为
并不难。她儿子儿媳年轻时会闹矛盾，但老两口
总是“帮衬”媳妇。何利群说：“我们让媳妇真正
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她们从未生气跑回娘家。”

何利群的大媳妇朱慧慧说：“生孩子时我
有哮喘病，婆婆生活上处处照顾我，公公到处
给我打听土方子。在二老关心下，我身体越来
越好。我也从心底里疼他们。”27年过去，婆媳
俩没红过脸。如今，朱慧慧也做了婆婆，她把
这份爱传给了自己的儿媳。

何利群的小儿子周建刚和外地媳妇刘国
华结婚后，一直在长沙生活。2010年，他们回
汝城创业。 刘国华回忆：“妈妈担心我嫁这么
远， 会受婆家欺负。 可我妈来住了一段时间
后，发现公公婆婆对嫂子、对我都像对女儿一
样真诚，她坚信我找到了一个好婆家。”

有人说妯娌是“冤家”， 朱慧慧却认为：
“一家人，小事情不要去计较。”周建刚夫妇刚
回来创业时， 朱慧慧主动腾出自家新房的三
楼，叫弟媳搬来住，还帮他们带孩子。

孝当先，孝悌家训代代传

今年67岁的何利群每天早早起来做早

饭，接送小孙子上学，负责儿孙等一大家人的
生活起居。 孩子们也经常挽着她的手去逛街
购物，令乡邻们称羡。

从上世纪80年代起， 何利群夫妇就是家
里的顶梁柱，除了照顾孩子和年迈的父母，还
要照顾单身弟弟的生活， 接济一直未生育的
伯父一家。“在我这个家庭里， 最多的时候有
13人一起吃饭。”何利群告诉记者。

当年，何利群为伯父伯母洗衣洗被，扶老人
上厕所、晒太阳，领着邻居陪老人聊天解闷。伯
父去世后，何利群夫妇按当地习俗，为老人体面
地操办了后事。伯母瘫痪在床后，何利群除了送
饭喂药，还要给她擦洗身子，多年如一日。

父母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孩子们。周家“孝悌
为人伦之本”的家训得以代代相传。大孙子13岁
那年，暑假在他叔叔的店里帮忙洗碗，得了300
元奖励，回到家马上拿了100元孝敬奶奶。二孙
子领到第一份工资，就用来给爷爷奶奶买礼物。
孙媳妇更是每月领了工资，都要给奶奶200元。

睦邻里，一家老小爱公益

“他们一家人都好，大人小孩都讲礼貌。”

村民朱秋玉告诉记者， 村里有一个叫周智慧
的老人活了90多岁，去年离世。多年来，何利
群夫妇经常上门看望老人，陪老人聊天。家里
买了水果点心、 做了好吃的， 都会给老人送
去。周智慧在世时，每年过年都会拿出红纸，
给何利群夫妇写一封新春慰问信， 感谢他们
的长期关爱。

让何利群夫妇感到欣慰的是， 子孙们都
秉承了热爱公益、乐于助人的家风。何利群告
诉记者，2007年大儿子周建军做生意回村，碰
见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 正肩扛手提往家里
运米，他赶紧上前帮忙。事后发现，老人的家
地势较高， 且较偏僻， 通村路连接线没修到
位，车辆进不去。全村有8户村民有类似情况。
于是，周建军带头捐资，硬化了几条道路，方
便乡亲们进出。去年村里建设小广场，他又捐
款1万多元。

“我们家还获得过全县‘巾帼创建，美
丽庭院’十佳荣誉呢！”何利群的小儿媳刘
国华说， 镇里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时，
全家老少积极参加，出动劳力100余人次，
和村民一道天天保洁 ， 使周家村面貌一
新。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李爱成 黄艳辉）“我是党员， 让我
来！”12月22日，在耒阳市东湖圩镇泉山村
“卫生日”义务劳动中，年近七旬的老党员
谢甫祥拿起大铁铲，将垃圾铲进垃圾桶里。

“他们不仅在‘卫生日’争先恐后干活，
只要是村里的公益活动，无论大事小事，党
员都踊跃参加。”泉山村村支书陈家能告诉
记者，自从实行党员积分考核管理制度后，
村里62名党员时时刻刻不忘自己的党员
身份。

为解决基层党员“学习难组织、作用难
发挥、考核难量化、成效难体现”等问题，去
年来，耒阳市委全面推行了党员“积分考核”
管理制度。全市农村党员人手一本“积分考
核管理登记册”，考核内容分为基本要求类、
履职尽责类、 先锋作用类和违纪扣分类等4

个类别，所有积分项目都进行了量化。党员
要想获得高分，就必须多做实事，多参加公
益活动，多为村里、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相
反，党员如果参与赌博、封建迷信等活动都
会被减分。具体考核工作由基层党支部考核
领导小组组织实施，积分情况按季度进行公
示，年末综合评定考核等次。

“以前党员表现好与不好，党组织没有
量化标准，年终评议也是不痛不痒。现在实
行积分考核管理， 党员的表现好坏就看积
分多少， 这种管理方式党员认可、 群众满
意。”黄市镇党委书记梁育波介绍。

“农村党员积分考核管理”制度激发了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也让广大农村党员
有为又有位。据统计，近2年来，耒阳市农村
党员共领办、 创办各类项目643个， 带动
2029户群众脱贫致富。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黄首记 旷佩靓）12月下旬， 娄底
市启动村级财务清理工作，计划从12月底
到明年5月底，全面开展村级财务清理。

全面清理村级财务， 旨在解决村级财
务做账不规范、管理不民主、村集体“三资”
家底不清、 村干部侵占村民利益等突出问
题，从根本上遏制村级信访多发，让干部更
清白、群众更明白，为全市乡镇区划调整和
建制村合并后第一次村支两委换届打下
良好基础。

这次清理的主要是第九届村委会任

期内财务收支情况。贫困村、村级财务信访
重点村要由经管部门出具财务审计报告，
其他村要由乡镇和村务监督委员会（民主
理财小组）出具财务清理报告，并按规定公
开清理审计结果，接受群众监督，确保并村
并账、村支两委换届平稳有序进行。

为推动清理工作， 娄底市要求发动群
众参与，依法依规开展。同时，严格执行农
村集体“三资”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在问题认定、 处理和责任追究上做到依法
合规。将财务清理工作与整治“雁过拔毛”
式腐败结合起来，妥善化解纠纷矛盾。

四代同堂家风美
———记首批全国文明家庭汝城县土桥镇何利群家

耒阳积分管理让农村党员有为有位
积分排名在倒数5%以内的，评定为不合格党员

娄底全面清理村级财务

� � � �何利群（后左三）和美的一家。 叶寒竹 摄

文明家庭 三湘楷模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张逸轩 赵婵娟

记者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获悉， 新环
保法实施以来， 湖南首例特大跨省环境污
染案中的10名涉案人近日被提起公诉。

2016年3月7日凌晨， 宁乡县灰汤镇
洞庭村村民向县环保局举报， 附近一条县
级公路边出现了一批蓝色塑料桶， 里面的
黑色液体正在向外泄漏。 宁乡县环保局派
出执法、 监测人员赶至现场， 发现86桶
液体废物。 经抽样检测， 发现其PH值小
于2， 属于强酸。 现场蓝色桶装的危险废
物总重约24吨， 已远超3吨的刑事立案标

准。 环保部门立即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经查证， 2015年8月以来， 湖南岳阳

天顺化工有限公司负责人郑会林、 湖南大
洋溶剂化工厂法定代表人葛海湖， 为节省
处置费用， 非法将200余吨危险废液(均为
生产农药中间体的化工厂废液)交给不具
备危废处置资质的彭寿保个人进行处置。
这些废液被运往湖南省宁乡县、 衡山县、
长沙县、 沅江市和江西省分宜县等地的偏
僻农村随意丢弃， 严重污染环境。

该案中， 经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
院等鉴定评估， 本次事件环境损害造成财
产损害、 生态环境损害、 事务性费用以及
后续处置费用共计168万余元。

特大“跨省环境污染案”涉案人被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