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蒋伟） 省纪委三湘风纪网今天发出通
报， 常德市委副秘书长刘定青涉嫌严重违
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刘定青，男，汉族，1964年9月出生，湖南
澧县人， 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1992年1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
常德市汉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临澧县委
副书记，汉寿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务，2007
年4月至2011年12月任汉寿县委书记，2011
年12月至2016年8月任鼎城区委书记，2016
年8月至今任常德市委副秘书长。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廖蔚佳 徐峰

“唯有母爱总相随，醉在梦里面，甜在我
心间，风霜雨雪都不曾改变……”

1月2日， 醴陵市板杉镇竹花山村刘天健
家喜气洋洋，一大家子42口人相聚一堂，庆贺
新年。2016年12月，刘天健家庭被评为首批全
国文明家庭。家人相聚，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
切接见的家庭代表刘天健情不自禁唱起了
《慈母心》之歌，惟愿子子孙孙信守祖母刘凤
英“感恩他人”的诺言，让拳拳“母爱”绵延久
远。

祖孙“爱心”接力
“天健伢子，活似你拨拨（奶奶），总记得

老人们……” 新年前夕， 刘天健遵循祖母遗
训，带上猪肉、米油等物品，到村里五保户、高
龄老人家慰问。

刘天健的祖母刘凤英2015年与世长辞，
时年89岁。提起老人家的名字，村里人无不竖
起大拇指称赞。刘凤英从60岁开始，逢年过节
慰问村里五保户、 高龄老人， 近30年从不间
断。 这样做， 既为感谢当年村民援助其家之
恩，又给儿孙当好知恩图报表率。

刘天健说，早年他家特穷，祖母生育儿女
8个，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左邻右舍说服祖母，
让她家住进村里老祠堂。

“日子再穷，也不能做违法的事。”刘凤英
严格教育子女，走正道脱贫致富。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村里有铁路经过并设有火车站台，常
有货运火车停靠， 当地年轻人盗取货物的行
为时有发生。 为此， 刘凤英对子女看管得更
严。

刘凤英60岁时，家里经济有了起色，她开
始感恩回报村民，逢年过节，一个人提着慰问
品，看望村里的贫困家庭。她还为村里修路捐
了2000元， 为困难村民治病捐了2000元，为
汶川地震灾区捐了3000元……

2010年，刘凤英身体乏力，让孙子刘天健
接过了“爱心”接力棒。

村里有人统计过，近些年，刘天健看望五
保户、特困户、高龄老人及捐资助学等，累计
捐款13万多元。

父子攻关造福瓷城企业
刘天健不仅接过了祖母的“爱心”棒，还

写下了父子“余热”攻关的新篇章。
“醴陵陶瓷企业现在普遍使用刘天健和

他父亲刘明春共同研发的陶瓷窑炉余热利用
装置， 有效节约了生产成本， 减少了环境污
染。”湖南华联瓷业公司负责人说。

刘明春年逾六旬， 因家庭贫困只上过小
学四年级。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在实践中积累
了丰富的陶瓷机械制造经验，获得过9项国家
专利。

“环境污染严重，工人做事辛苦，何不研
制一套装置， 为陶瓷企业节能减排？”8年前，
刘天健极力鼓动父亲搞研发，并同父亲一起，
于2008年创办湖南顺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研制“余热”利用装置。

经艰苦攻关， 父子俩成功研制出陶瓷窑
炉余热利用及陶瓷坯件烘干成套设备，获得7
项国家专利。 目前， 其设备已推广到湖南华
联、湖北陶星、河南嘉信等40多家大型陶瓷企
业，窑炉余热利用率超过75%，综合能耗降低
14%以上，陶瓷成品合格率提高5%。

一家“素心向善”
2016年， 刘天健当选为竹花山村党支部

书记。
“天健果然不负众望。”一位村民告诉记

者， 刘天健发展思路清晰， 既抓村容村貌整
治，又抓村民安居乐业，兴起讲孝道、重教育、
崇科技、强发展之风，让乡亲们看到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希望。

如今，竹花山村主干道沿线栽种了200余
株高大的冬桂，大片低产农田得到改造，还投
资约400万元建成了村级老年活动中心，引进
了国医启蒙“健康竹花山”项目，村里还有200
余人在附近企业实现了就近就业。

“巾帼不让须眉”，这是刘天健家另一风景。
2010年醴陵十佳创业明星里，有刘天健的小姑
刘丽娜， 她在2004年创立醴陵辣妹子口味城，
又于2007年建成辣妹子美食城，多元创业，连锁
经营，安置400余下岗职工和困难群众就业。

“素心向善，就有智慧。家庭和睦，是我平
生最大的幸福。”到刘天健家做客，刘天健望
着客厅里挂着的一幅全家福， 说起了祖母刘
凤英生前经常念叨的这句话。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郭金玲）看病、开药、输液、针灸……昨天，桑
植县洪家关白族乡南岔村村医许云胜在村
卫生室忙活了一整天。自从这个村卫生室投
入使用以来，大大方便了附近的村民。南岔
村村卫生室的建成，得益于农工党“同心圆
工程·村卫生室建设项目”的实施。

近年来， 农工党张家界市委员会发挥
党派优势，积极开展健康扶贫，服务民生。
争取农工党中央“同心圆工程·村卫生室建
设项目”支持，先后筹措资金327万元，在
桑植县、慈利县建成28个符合国家标准的
村卫生室，现已全部投入使用，老区受益群
众达4.3万多人。

桑植县是革命老区、国家贫困县，有些
村有村医却没有卫生室， 有些村连村医也
没有，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要么靠拖，要
么只能跑到乡卫生院或县城看病， 极不方
便。2013年12月初， 农工党中央在桑植县

启动“同心圆工程·村卫生室建设项目”，改
善农村卫生服务条件， 提高农村卫生服务
能力， 重点解决农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
小病不出村问题。

农工党张家界市委员会加强对项目工
程的监控管理，先后30多次深入项目实施
的偏远乡村进行选址， 深入建设现场督查
进度、质量。桑植县卫生局为村卫生室配备
了档案柜、药柜、出诊箱、雾化器、中医针灸
理疗器材以及等候椅、 病床、 天轨输液架
等。农工党还组织开展乡村医生免费培训，
提高村级医疗卫生服务、管理水平。

为了使“因病致贫返贫”户从根本上脱
贫， 农工党还在张家界市选择了100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逐一走访调研，制定帮扶计
划。 农工党湖南省委联合南湖医院集团向
桑植县捐赠价值百万元的药品。100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可以凭身份证、 户口本到洪
家关乡卫生院看病，免费领取相应药品。

。 。 。 。 "#$% ! $ " " #$%&'()
*+,-. +/0123456+
/789:;'<=>? & @AB
C3DEFC3GH. C3DIJ
KL3 '(( MNOP'<=>QR
<STU $')$*+VWX YZ'<[
\]^_` , V*abcdeTf
g$ hi'<[\Tjk)lmn
op]TqrX

!"" !"#$%& '(
)*

st'<=>uvTABC3
Dw & @.xy%z{%|{}~{�
��k{���������X �%
%z�'{��C3{}~C3��
�� -( MN.�� ")$.+.%|�
�{���k{��C3{���C{
�������� '( MN. ��
$)'"+X bs.789:��'<=
>TV�����b &*)&/+X YI
 ¡¢£+/¤¥+¦V��V�

�§¨© $(+Teª.i_` , V
«¬o®X

�:¯°±�²³́ uvABC
3�µ¶'< , V¢£X C3D�
·'<T¸¹fº»Zq¶'<¼
½:¾T¿nÀÁ;_ÂT�Ã¬
Ä^$ Åfº»hZÆ'<Ç z
È$ �i'<ÉiC3DÊËÌ<
T¸¹X Í

ABC3DTÎÏÐÑÒÓ¶
'<T:¾ÔÕX Ö×+,TØ×$
'<=> "($%Ù"($. !ÚÛJU
ÜÝÞ��Ui /-(( MN{-(((
MN{--(( MN. ÚÛß:àv�
�Ui "&(( MN{'/&( MN{'&((
MN.ÚÛáâãµä��Ui "/'
MN{'(& MN{''% MNXYåØ×
æ'<=>sç?��èéEêd
ë¢£GHì%TíÕ:¾fîX

ïðºñò��Ø×óô.%
&'< "($* ½ÜÝÞi '&$( M
N. õ¢½Àö÷øù. ¨©oú

ûX Ø×óô.%&'<ü "((. ½
¢£ýÒ. ÜÝÞT½þÿJÀö
!�" /')*+.#ý '&$( MNTq
Ø$. %&'<%Òð½ÚÛÜÝ
Þ½¬þÀ&Ui $'+X +/ß:
Þ½ÿJÀö!'(�) *.+.*
+,%ÒT:¾íÕ-§ $*)-+T
¬þÀö!X ãµäº».©.'<
T¬þ/Èãµä0© $(+. %Ò
ð½1eÉ]^ &)&+T2Èµä
!. µäÞ3·45 "/' MN{'(&
MNæ ''% MNX h3Z6."($*
½78TÜÝØ×Z'<9Lõ�
:¾íÕTqr. :;©<TÀö
=>.Ä^:¾íÕ?@ABX

+,-./012 34
5678

'<TCD!fEFGHIJ
KX stABJ9.ILM'<=N
O�T3PQ�. <RST'<U
Æõ�TCD!X

'< "($* ½%Û:¾Ø×ó
ô. VWX '&$" MN{ ^YZÞ
"$"( MN{ã3N $&"( MN.,[
uv '(( MNACS. +/^YZ
ÞÀ\ '(( MNb "/"( MN.ã3
NÀ\ '(( MNb "$"( MN.Ö×
0́ãCD! 1]�^CDVÞ 2 _`

3Ya3 ã3N45$((6Í+b.�ã
CD!�cd .").%61�bU
*-6Te:¬þÃ¬X

f©'< "($$ ½ 7"($- ½½
ÂØ×)^. +/ãCD!�gi
*%)-6 {&/)"6 {*.)-6 {&-).6 {
.')-6X "($* ½¢h½.'<ãCD
!i .").%6X ij=dklØ×T
mnÒo. '<TCDÃ¬p¶q
�TÃ¬X rs¶è=Ne:Tü
tuv;e:wxTuy>. kl
Âz�²{É|]}~è�TCD
Ã¬æÀö�BX ��.è�TÚà
�XZ���ÚàTèX. s¶è
�TÜÝ5���Ûö. �s��

��¥�<�ÚÝXK9�D.�
�i��èXX �sè�ÚÝ�¼.
�D��. }~�klÂz%�D
Ã¬UÆõ�X '<�b "($* ½ *
" '( �.�V3Ni ....)" MN.
V�Di &$%& MN.3N�D!i
&$)&6. r����Úà�X $$.(
M N S ] � 3 N � D ! � b
*.)&6X

Åfº». è��Û��T�
=÷½Ò{�À¹. r�;¥K�
 e¡. �=¢£Zý�=O¹¤
â�=£¥¸¹¦vV3NK§.
�¨¢Ë,è�T�=¢£�¼.
CD!��X '<��=º»T©
Lª«<X ×o¬.'< "($* ½%
Â®T�=¢�4 $)&* M¬º
¯.��=O¹i "-.- MN.°±
V¹i -%(( MN. �=À¹Þi
'$(- MN.á� -(6�=À¹²æ
"-6�:IP²SãÀ¹ $$*/ M
N.Kvã3NS.'<Tã�D!

³i -*)%6. 3N�D!U´�b
%')'6X

stuµABC3S. '<T
�D!Iµf¶��. YIfn·
n¢¸¹C3DÆ'<TzÈX Ö
×º»¢£+/¼ . uµABC
3T���¶£¹T %-6. ½¾·
¿ÌiÀÁX %&'<Â�£¹i
*(( MNÃÄ. ×sK§'<@§
QÅÆÇ·¿È·uµ $-( MNT
AB3YX ��%Ò'<µf¶u
µABC3.CD!IÉn��X

�ÊË�²°±°Ì³́ st'
<=Nuv '(( MNABC3.Z
÷½Ò&¯è�Í<¼ÎTVW|
3. Ï0Ð¼UnT $"( MNÍ�
ÑÒX 3'<=NPt¤Ó.I�f
n·n¢ÀÔ+/ã3N. ÕÖã
CD!1�. d¤]^3NCD×
TØT. i%Ò�½T:¾ÀöL
ÙÚÛX Í

!!"#" #$%#

!"#$%& !""'( )*+,-. #/01

2017年1月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张杨政治04

“感恩他人”爱永随
———记首批全国文明家庭醴陵市刘天健家

文明家庭 三湘楷模

� � � �刘天健（右二） 家庭合影 通讯员 摄

投入327万元建成28个村卫生室

农工党“健康扶贫”温暖老区百姓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文轶洲 邹芸鹂）“有没有英语课程”、

“我想听听仿真分析课”……1月3日，元旦
节后首日上班， 中车株洲电机公司开设的
自主学习“微大学”正式上线运行，员工们
在工作之余拿着手机，热烈讨论2017年度
学习计划，询问相关事项。

据了解，中车株电“微大学”以公司
微信企业号为平台， 开设微课堂、 微考
试、微咨询、微调查等，可满足移动学习、
知识共享、社区交流、问卷调查和在线考
试等多种需求。同时，实施“微管理”，承
担培训通知发布、培训课程分配、考试任

务下达等管理工作。目前，“微课程”已上
载经营管理、专业管理、市场营销、工程
技术、技能操作、通用核心能力和职业素
养等7大类别130余门课程、850多个课
件， 建立了区别于传统被动式课堂学习
的开放式虚拟课堂， 可选择手机移动和
网页在线两种学习方式。

此外，通过“微大学”设置的微咨询、微
调查、微考试等，可由不同领域专家接受员
工提问，并采集培训需求、征求参训人员课
后评价反馈意见等。 员工还可通过登录网
络或手机页面在线完成公司内部考试，也
可利用网络试题库进行自我检测。

中车株电开设自主学习“微大学”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她是一名弱女子， 可是面对手持尖刀
的歹徒，她毫不畏惧与歹徒殊死搏斗，用娇
小的身躯护住3名素不相识的孩子。 她就
是年仅29岁的耒阳市国税局职工温琦华。

新年伊始， 温琦华被省见义勇为基金
会荣记一等功， 并当选为衡阳市第四届道
德模范暨“身边雷锋·衡阳好人”———见义
勇为道德模范。

去年3月25日， 温琦华与未婚夫匡兵
前往海南三亚市西岛景区度假。16时许，
他们乘坐该景区“观海游19号”观光船游
览观光。当一对情侣沉浸在幸福的时光时，
万万没有想到， 一个突如其来的遭遇悄悄
向他们袭来。

16时20分左右，当“观海游19号”返航距
码头200米海域时，突然听到一声“杀人啦，
救命啊”的呼救声。船上的游客还未反应过
来，一名歹徒已将一名小孩扔到海里(当时有
乘客跳海相救)，随即跳到船中部，用脚猛烈
踩踏观光玻璃船板，企图破坏船。未果，歹徒
便拔出一把长约20厘米的利刃，疯狂砍向游
客，当即有3名游客受伤，并向3个儿童砍来。
此时，与儿童相邻的温琦华，挺身挡住歹徒，
护住3个儿童。歹徒举刀砍向温琦华，她奋不
顾身扑向歹徒，与歹徒搏斗，她被歹徒连刺数
刀，并被打倒在甲板上。但温琦华马上顽强地
爬起来，拼命保护3个被吓坏了的儿童。

面对险情，温琦华的丈夫匡兵及其他乘
客冲向前与歹徒搏斗，阻止歹徒伤害温琦华
与儿童，最终协力将歹徒制服。温琦华和匡兵
身中数刀，伤势严重，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救
治， 经医务人员奋力抢救， 双双脱离生命危
险。但温琦华被鉴定为肢体伤残四级。

时隔9个多月， 温琦华的右手至今还未
完全恢复，右手臂两处刀伤清晰可见，最长一
处刀伤达13厘米，生活起居遇到很大的障碍。
“生活方面，如拿筷子、扎头发，还有写字。”小
温说，这些生活细节，现在慢慢要用左手来适
应。“我现在基本上变成一个左撇子。”

父亲温文辉告诉记者，一直以来，父母都
把这个唯一的女儿视作掌上明珠。“琦华平日
里喜欢在家里看书、上网；谁也想不到，在遇
到那样危险时刻，她却那么果断、勇敢。”

“当时听到‘杀人啦’的喊声，全船的人
都很震惊!歹徒冲向孩子，我本能反应就是
保护身边的3名儿童。”温琦华说，心中只有
一个念头，拼死也要保护住孩子。

英雄无悔。 温琦华见义勇为的事迹感
动了许多人，受到了各级政府表彰。三亚市
政府作出决定，授予温琦华“见义勇为”荣
誉称号。耒阳市委政法委表彰温琦华为“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

在这次事件中， 温琦华和未婚夫都受
了伤， 定于2016年10月1日的婚礼只能往
后推。 但两人通过这次特殊的经历感情愈
发深厚。

老百姓的故事

“拼死也要保护孩子”
———记省见义勇为基金一等功获得者温琦华

涉嫌严重违纪

常德市委副秘书长刘定青接受组织调查

法律服务便民
1月4日上午， 市民通过新设置的触摸式一体机查询法律援助信息。 当天， 长沙县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为市民提供“一站式”

法律援助服务。 该中心整合了司法行政各项服务职能， 不仅可以提供现场法律咨询、 申请法律援助、 公证办理等服务， 还可就地开展人民调
解、 社区矫正等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