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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26日讯（徐德荣 成俊峰
江勇 黄丽萍）2月24日， 衡阳市人大系统

“三学三争” 培训班开班， 全市人大系统
200余人参与，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立法知识、 为民履职以及
《宪法》《监督法》《预算法》等内容。当天，该
市人大系统“三学三争”主题实践活动也
正式启动。

今年1月初， 衡阳市市县乡三级人大
换届完成，人大系统一些干部和人大代表
都是“新兵”，急需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和水

平。衡阳市人大创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载体，在全市人大系统开展以“学系列讲
话，争当坚定信念的表率；学党章党规，
争当遵规守纪的表率；学宪法法律，争当
为民履职的表率”为内容的“三学三争”
主题实践活动。“三学三争” 主题实践活
动将贯穿全年，结合衡阳人大的立法、决
定重大事项、增强监督、选举任免及为民
履职等方面工作展开。 该市将组织市县
两级人大常委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学习掌握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和人大业务知识， 组织系列
讲话学习体会论文评比和演讲比赛活
动，并结合有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修订完
善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工作制度。 重点
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等规章制度，把衡阳破坏选
举案作为生动教材，深刻反思、汲取教
训。同时，以宪法和法律法规为重点，
举办人大知识讲座， 组织人大代表和
人大机关工作人员轮训。

“深入开展‘三学三争’主题实践活

动，树立‘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榜样，
打造奋发有为、积极进取、清正廉洁的人
大工作队伍。”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周农说，将通过“三学三争”主题活
动，提升人大系统依法履职能力，重塑衡
阳人大的良好形象。

湖南日报2月2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胡益龙 吴伟）“这次培训，让我
了解了家乡产业发展情况、县里有关政策
及未来发展蓝图。如有合适的项目和机会，
我也想返乡创业。”2月21日， 通道侗族自
治县陇城镇老寨村党员龙开辽在参加镇
里主办的一次党员培训后深有感触。龙开
辽5年前去深圳打工， 每年回村参加党员
活动次数少，前不久接到镇里培训通知，赶

忙抽时间回来参训。
为了给广大党员“补脑健身”，去冬今

春， 通道利用冬闲和春节前后外出流动党
员返乡时机，创新方式，开展党员集中冬春
训, 并把农村党员冬春训开展情况纳入年
度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
核范围。同时,要求每个乡镇举办党务干部
和党员骨干集中轮训， 每次不少于2天，由
乡镇党委书记授课， 联乡县级党员领导干

部也到乡镇上党课。
该县还邀请纪检部门、 组织部门、党

校、当地派出所等工作人员，组建“流动党
校”，把党课送到田间地头，重点宣讲党章
党规、农村实用技术、治安防范等。还通过
侗歌、侗戏、琵琶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
形式开展培训，使培训接地气、受欢迎。

为了让流动党员参加学习教育， 通道各
党支部要求在外党员加入微信群， 通过上传

学习资料，发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
等，开展学习、讨论等工作,并积极开展网上互
动交流，利用QQ群、微信群等，安排专人向流
动党员传达培训信息， 有效解决流动党员在
工作和学习时间安排上的冲突。同时，依托在
深圳、 广州等地建立的20多个驻外流动党员
联络站， 让400多名流动党员参加学习和培
训。 目前， 全县7000多名农村党员受到了培
训，实现了农村党员受训全覆盖。

石门县委作出决定：

号召全县共产党员
向王新法学习

湖南日报2月26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
讯员 李飞 廖化）2月24日，石门县委作出决定，号召
全县共产党员向王新法同志学习。

2月23日下午3时左右， 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名誉
村主任王新法因劳累过度， 在薛家村研究扶贫事宜时
突发心肌梗塞，牺牲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享年64岁。

王新法是河北省灵寿县人，1969年12月入伍，
197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6月退伍转业到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工作。2013年7月，王新法退休
后，与一批志同道合的退役军人来到石门县南北镇薛
家村义务扶贫。2015年，王新法被评为“中国助人为乐
好人”“常德市助人为乐道德模范”“常德市十大新闻
人物”。2016年，王新法被选为常德市第七次党代会代
表，获评“湖南省百名最美扶贫人物”“常德市优秀共
产党员”“感动常德十大人物”等荣誉。

在薛家村，王新法帮助乡亲们“拔穷根”，带领大
家转变观念、移风易俗、开发产业。在短短的4年时间
里，他个人捐资100余万元，并组织与民共富军人团
队多方筹措款物，带领村民拓宽村道10多公里，架设
桥梁6座，劈山炸石修建山道5公里，把村通组道路修
到了30多户村民的家门口，还移风易俗，修建公墓集
中安葬68具烈士遗骨。 尤其是带领乡亲们开发的生
态茶园,使全村的人均收入突破了6000元。

王新法是“两学一做”的忠实践行者，是新时期
农村基层党员的优秀代表， 是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
杰出楷模，是脱贫攻坚的突出典型。为此，中共石门
县委决定， 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开展向王新法同志学
习活动，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无私奉献，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加快建设武陵山片区经济强
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周泉红
通讯员 李飞 廖化

山无言，渫水呜咽。2月26日，是石门
山城数万名干部群众泪别王新法的日子。
这一天，殡仪馆里一首低回的歌曲《送战
友》， 让前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们无
不悲痛揪心。

“燕人重义，一腔碧血肥湘土；楚天多
情，满目红云载雄魂。”大幅挽联，寄托了
人们的无限哀思，道不尽的是对王新法的
深切缅怀。

白发苍苍的老人来了，学校里的学生
来了，村民代表来了，各级干部来了。上万
人聚集在殡仪馆，悼念一位从河北来石门
县南北镇薛家村义务扶贫的退伍老
兵———王新法。这场景，在石门的历史上
绝无仅有。

王新法的“回家”路，从石门县城到南
北镇薛家村，全程有150多公里，途经10
个乡镇100多个村庄。记者看到，沿途的
集镇、村落，都站满了自发前来送别王新

法的乡镇干部、村民、学生。他们扯着“共
产党员的楷模、扶贫帮困的义士”等挽联
来表达哀思。

当灵车经过南北镇潘平村时，10多
位老人站立在公路边，燃起了鞭炮。这些
老人与王新法素不相识，但他们早就听说
王新法在薛家村扶贫的故事，他们都是从
很远的地方翻山越岭过来的。“他一心想
着老百姓，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钦
佩他。”

下午2时30分， 灵车抵达薛家村。全
村的男女老幼，几乎是倾家而出，他们要
为自己敬重的“名誉村长”送上最后一程。

海拔1200多米的六塔山顶， 一个由
村民们用松柏、 野花编成的花圈格外醒
目。下午3时30分，葬礼正式开始。揪心的
唢呐声、哭泣声，交织一片。人们纷纷涌上
前去，跪倒在地，真舍不得王新法的离去。

“东峰俯首，携万座群山凝涕泪；渫水
呜咽，和千条溪壑举哀声。”王新法，你虽然
走了，但你留下的精神，将激励着这里的干
部群众，彻底改变薛家村的贫穷面貌。

启动“三学三争”活动 提升为民履职能力

衡阳人大系统重塑良好形象

通道党员冬春训“补脑健身”
7000多名农村党员接受培训，实现农村党员受训全覆盖

泪别“名誉村长”王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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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正能量
爱心大接力
常德烟草局搭建“紫菱公益平台”

湖南日报2月26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
讯员 廖化）2月26日，虽然是星期天，但仍然有很多
干部职工聚集在紫菱图书馆的“新湖南” 触摸大屏
前，观看“新湖南”推出的《万人送别“名誉村长”》现
场直播。

他们被王新法这种不远千里来到石门大山深处
帮薛家村“拔穷根”的事迹感动了。人人帮我，我帮人
人。这是常德烟草人的爱心所在。员工们倡议，搭建
紫菱公益平台，把常德烟草人的爱心传递出去。这个
倡议， 得到了常德烟草局领导的支持。 不到半天时
间，员工们就通过微信等方式募捐爱心款5万元。

还沉浸在悲痛之中的王新法爱人、 女儿听到这
个消息后，非常感动。王新法爱人孙景华说：“老王走
了，还有这么多人惦念着我们，常德人民好善良。”王
新法的“与民共富”军人团队经过商议，做出了一个
决定。团队代表、西藏武警总队医院主任医师徐书真
说：“既然王新法把‘家’落在了薛家村，那么我们就
要把他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这笔钱我们接收，将用
于王新法日夜牵挂的、准备在3月份动工的关沙田河
大桥的建设。”

� � � � 2月26日下午，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上千村民自发来到“山河圆”烈士陵园，送别“名
誉村长”王新法。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荨荨（紧接1版①）76岁的贺宗云老人， 深情地
凝望着王新法的遗体，手在颤抖，老泪纵横。
他动情地说：“老弟啊， 你在我们村的这些日
子里， 带领大伙开山劈石， 拓出了15公里山
道，架起了6座桥梁，还让我们喝上了洁净的
山泉水，你为乡亲们做的这些事，堆积起来就
是一座山啊！ ”

“有了这种舍身奋斗的精神，
就没有改变不了的贫穷面貌”

扶贫先扶志。 王新法在薛家村义务扶贫
的日子里，深刻感受到：拔掉薛家村的穷根，
首先要激发他们的精气神。

有一次，王新法踏勘村里六塔山时，村干

部向他讲述了86年前这里发生的一个悲壮故
事：为掩护大部队突围，红四军一个连与敌人
展开白刃战，最后弹尽粮绝，退至“剪刀峡”绝
壁顶上，战士们舍身跳崖，壮烈牺牲。 当时一
些农会会员在“剪刀峡”一带，找到68具红军
战士遗体，草草掩埋在村里5个地方。

听了这个故事，老兵王新法热血沸腾，一
种崇高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何不请烈士们回
家？让乡亲们有个精神寄托。 有了这种不怕牺
牲、舍身奋斗的精神，就没有改变不了的贫穷
面貌!� ”

六塔山属村集体财产，319亩荒山一直闲
置。 不如在那里建一座烈士陵园，分成烈士墓
和公墓两个区域，再栽上油茶，既绿了荒山，
又可解决全村人吃油问题。 王新法的想法，得

到村“两委”和村民的支持。
不到一个月， 王新法捐资

12.8万元，买来红色绸缎、上好木
料和3.5万株优质油茶苗。只用了
一个星期，村里妇女连夜绣制了
68面五星红旗。 全村男女老少不
计报酬投工投劳，在复垦过的荒
山上种上了油茶苗。 村民们还自
发捐赠3000余株楠木、 红豆杉、
八月桂等名贵树苗，栽种到六塔
山。

2014年3月31日清晨， 六塔
山上，覆盖着五星红旗的68位烈
士的遗骸安葬。 86年前的英烈，
魂兮归来。 看了这种震撼人心的
场景，乡亲们无不动容。

薛家村岩石多、 旱地少，石
头缝里都点种了苞谷。 更让人担
忧的是， 这个土家族山寨的村
民，凡亲人去世都要葬在上好的
地里。 如不改变这种状况，今后
无田可耕，吃饭都是大问题。

68位烈士的遗骸已入土为
安，而相邻的公墓区里却只有两

座坟墓。 王新法动员村民将祖坟迁葬到公墓，
可乡亲们怕破坏风水，谁也不愿带这个头。

88岁的村民刘伏元是个明事理的老人，
她曾带头表示，自己百年后就葬到六塔山，并
帮着做乡亲们的工作。 她噙着泪水说：“那时
候，王新法做大家的工作，不知跑了多少路、
受了多少白眼、遭了多少骂，他都不在乎。 他
不就是想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吗？ ”说到这里，
老人情绪失控，一边拍打着桌子，一边哭道：

“老天啊，你瞎了眼啊！ 怎么让王新法这样的
好人，走在了我这个老太婆的前面？ ”

去年11月， 常德市一家投资公司看到薛
家村生态环境好，决定在这里开发旅游产业。
开发涉及到迁坟。 从动员到迁坟， 只用了19
天， 乡亲们共迁出祖先及其他亲人的遗骸71
具，然后集中安葬在六塔山的公墓区。

虽然王新法离开了， 但他倡导生态殡葬
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在灵堂里，村民简发成一
边为王新法上香， 一边和他说话：“你就安心
上路， 我已做通全家的工作， 待到山花烂漫
时，我将自己掏钱，把8座祖坟迁到六塔山上
去。 ”

虽然王新法离开了， 但他用尽“洪荒之
力”，带领乡亲们“拔穷根”的精神，已深深烙
进全村人的心里。 村委会主任贺顺勇坚定地
说：“有了王新法这种精神， 没有拔不掉的穷
根。 ”

� “失约家人不要紧，失信村民
万不能”

2月24日凌晨，按照土家族风俗，村里乡
亲们烧起了热水， 用新毛巾为王新法擦洗身
体，然后换上寿服。 当乡亲脱下他那身常年穿
在身上的迷彩服，和他那双半筒长靴时，在场
的人止不住泪水直流。

与王新法共事的团队成员谢淼， 双眼红
肿。 她告诉记者，王新法驻薛家村4年，3个春节
没有回家，本来今年已和家人约定，准备相聚

海南。 1月22日，王新法领回了“感动常德十大
人物”的牌子，返回途中，他语气沉重地对谢淼
说：“小谢，这个年，我不能回去了，关沙田河上
的那座桥还等着评审、开工啊！ ”谢淼说：“老战
友，你这次不能再失约家人啊，事情是做不完
的。 ”“失约家人不要紧，失信村民万不能！ ”然
而，这次与家人失约，成了永远的遗憾。

凌晨2时许，王新法的遗体被村民簇拥着
缓缓抬出， 在通往灵车不足百米的小道上，
100多名村民跪在地上，点燃了香烛，烧起了
纸钱。 退休女教师覃事群哭道：“山坡上的绿
茶发出了新芽，你还没有来得及尝一尝。 当年
你悄悄地来，现在静静地走，我们心里过不去
啊！ ”

薛家村最大的财富是1500亩茶园。然而，
这里的茶叶靠原始加工，收入不高。 为了增加
村民收入， 王新法到处奔波， 请来专家“把
脉”，并按专家建议，利用这里的自然气候避
免虫害，将四季采摘改为一季采摘。

四季采摘改为一季采摘， 大多数村民接
受不了。 曾当过村支书的曾德平心里有怨气，
专门找王新法的茬。 没料一年后，曾德平被王
新法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成了王新法的“铁杆
粉丝”。 茶园按标准化管理，曾德平带头把自
家茶园作实验田。 次年，他的茶园每亩收成达
到了7500元。

很多村民看到实惠， 纷纷按专家的要求
种茶收茶。 王新法乘势成立薛家村（土家族）
共同富裕合作社和茶叶专业合作社， 与湖南
一高校的茶叶专家团队合作成立了湖南五行
缘农业科技公司，注册了“名誉村长”茶叶商
标，将专家的研究成果“素茶点系列”“功能茶
系列”“精制茶系列”推向市场，让茶园真正成

了“绿色银行”。
如今， 薛家村正在快速向美丽乡村示范

村迈进。 村民年人均收入前几年还不足2000
元，去年达到了6000余元。 这一巨大变化里，
倾注着王新法的心血， 他用党员坚定的信念
和转业军人坚韧不拔的执着，践行着“扶贫路
上，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的誓言。

2月25日， 石门县殡仪馆的吊唁大厅里，
哀乐低回，一拨又一拨的人群涌向这里。 王新
法相濡以沫的妻子来了， 他倍加疼爱的女儿
来了。 按照她们唯一的要求，当地村民为王新
法换上了一身崭新的迷彩服。 王新法的五弟
王书生坦言：“我一直把哥哥看作是‘稀有动
物’，对他的所作所为不理解。 我自己也是一
名党员，根本达不到哥哥那样的境界。 现在我
才明白，哥哥的追求，是在圆贫困乡亲的致富
梦。 ” 深知王新法性格的妻子孙景华伤感地
说：“老王脾气犟，他认准的路，再艰难也要走
下去。 他虽然倒下了，但这里的乡亲对他如此
敬重，值了！ ”

王新法累倒在扶贫路上。 他的归宿地成
了最大的纠结。 亲人们想让他叶落归根，而当
地乡亲却苦苦挽留，要将他葬在六塔山上。 王
新法的女儿王婷手里还抱着只有2岁的小孩，
她说：“能有这样的父亲，是我一生的骄傲。 听
说80多岁的老支书林昌义准备带领100多名
乡亲要来县城，请父亲‘回家’。 我和母亲已商
定，就按父亲生前遗愿，留在薛家村。 因为这
里，有他未竟的事业，这里的乡亲都是他的亲
人，父亲长眠在这里，他不会孤独。 ”

“燕人重义，一腔碧血肥湘土；楚天多情，
满目红云载雄魂。 ”王新法走了，他的事迹和
他的英灵一起，将长留三湘大地。

� � � �荨荨（上接1版②）
“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 正是你的中国。

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 ”王新法“捧着一颗
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在为薛家村付出与贡
献的同时， 也成就了自身更大的人生价值；
他以一腔真心真情真义，赢得了异乡人民的
尊重和信任。

斯人长已矣，仍奋斗在扶贫攻坚第一线

的人们，唯有以他为榜样 ，以更加饱满的工
作热情、更加坚定的工作信心 、更加完善的
工作方法， 完成他未竟的脱贫攻坚任务，方
能不负王新法以生命表达出的高尚精神品
质。 而王新法，这个闪耀着生命光辉的名字，
也将激励我们为实现脱贫目标不懈努力，为
建设美丽富饶幸福新湖南而作出每一个人
应有的贡献。

六塔山下壮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