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吕俊 刘凌 欧明艳

【家训格言】
真诚，善良，勤劳。
【家教故事】
4月8日，星期六。常德市鼎城区镇德桥镇

乔家岗村“随手送书下乡免费借阅点”，记者
看到，一群孩子手捧图书或安静地翻阅，或在
扎堆讨论。 当地71岁的刘茂云老人看到孩子
们这么热爱学习，脸上乐开了花。

这时， 刘茂云的老伴吴元珍提着一篮子
橘子，儿子刘警智扛着一大包新书，也来到借
阅点。吴元珍把橘子分发给孩子，又忙着把在
北京工作的女儿刘警慧寄来的书分类上架。
记者了解到，这个公益书屋里的每一样东西，
除了社会捐赠了一部分， 其余都是刘茂云一
家人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个常德市首家、
全国第98家“随手送书下乡免费借阅点”，至
今已运转5个年头。在教育战线工作了大半辈
子的刘茂云，退休后回乡，建起了这个公益书
屋。

“不求轰轰烈烈，只想脚踏实地，做些力
所能及的事帮助他人。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
也是我选择的退休生活方式。”刘茂云至今记
得，小时候家门口走过讨饭的人，母亲总是把
碗里的饭菜堆满送过去。 父亲是个捕鱼的好
手，但每次回家，鱼篓里没剩几条鱼，大部分

在路上送给乡邻了。在刘茂云眼里，他的父母
同情弱小，宁愿苦自己，也不亏待别人。

“真诚，善良，勤劳。”刘茂云说，这6个字
是他家的家训，“父母平时虽然没有过分强
调，但他们以自己的言行举止，教导我们这样
做人。我们家的好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与邻居交谈得知， 刘茂云桃李满天下，
教学水平高，经常接济贫困学生，是当地颇
受人敬重的老师。 他的老伴吴元珍是一位
行医35年的乡村医生，不仅医术好，还有一
副菩萨心肠， 为困难群众减免的医药费数
不胜数。

在这个“书香袭人气自雅”的家庭里，刘
茂云夫妻俩不仅秉承了上辈传下的好家风，
而且也按照其家训来要求自己的儿女。 他们
有两个子女， 儿子刘警智大学毕业后当上了
公务员， 但他在26岁时辞职下海“走自己的
路”。如今，他在建筑行业干得风生水起。刘警
智坦言：“辞职后吃的苦，只有自己知道。现在
事业有成，也是牢记家训，真诚做人、努力做
事的结果。”

刘茂云的女儿刘警慧也于1993年放弃了
在市直单位的工作，选择与丈夫去北京打拼，
现在是中国图书网副总经理。

“我退休后开始认真做公益，没料到一家
人不谋而合。”刘茂云说，他和老伴一道经营
公益书屋，儿女经常“搭把手”，捐书捐物。后
来，刘茂云才知道，儿子刘警智其实做了很多

善事。“他前前后后资助了9名大学生和1个孤
儿。 要不是他去年临时有事， 要我帮他参加
‘微善风’助学活动，我还不知道呢。”

刘茂云的女儿刘警慧早就是“随手送书
下乡”北京地区理事会成员，她不仅多次随志
愿者团队下乡送书，而且运用自身资源，为活
动募集了许多书。 今年春节， 刘警慧回到村
里，举办了一场敬老爱幼新春慰问活动，为家
乡的孩子们上了一堂人身安全保护课， 并与
他们分享阅读的乐趣。“我们是公益家庭，心
都想到一块去了。”谈起这些，刘茂云感到无
比欣慰。

“不求轰轰烈烈”的刘茂云，却因为一家
人做公益的善举成了受人瞩目的典型。2012
年，刘茂云入选鼎城区“十佳善德公民”。今年
3月7日，由常德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妇
联主办的庆“三八”妇女节暨“传承好家风·家
庭故事会”主题活动中，刘茂云一家作为9个
典型家庭之一，受到了表彰。

【记者感言】
这次采访刘茂云 ，他有些不情愿 。他说 ：

“我只是做了点应该做的小事 ， 不值一提 。”
这位年逾古稀的退休教师， 虽然没有干什么
“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他带领一家人，多年如
一日，热心公益，助人为乐 。他一家人做的那
些事看似普通， 如同他房子周围田地里的泥
土，虽然朴实无华，却长出了沉甸甸的金黄的
谷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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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有道 百
姓
篇 书香满屋 言传身教

过期广告该换换了
4月11日，长沙市湘江中路，一辆804路公交车车身的侧面和尾部都贴着一个楼盘去年11月开盘的广告（左图）。4月10日，长沙市福元路，

一辆217路公交车的尾部张贴着一个去年10月至11月的服装展广告（右图）。这两辆车的车体广告都已过期好几个月了，此类过期广告在长沙
街头巷尾常出现。建议相关部门不妨对过期广告加以清理。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图片说事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贺力平

【判决结果】
新买不久的汽车正常行驶途中发动

机部位自燃而烧坏整车，经鉴定车辆存在
质量缺陷，车主曾某要求汽车销售商和生
产厂家“退一赔三”。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
院最近审结此案，判决汽车生产厂家退还
曾某购裸车款14.6万元， 并赔偿曾某3倍
购车款43.8万元。

【案情回放】
2014年12月10日 ， 曾某在邵阳市以

14.6万元的裸车价格购买了宝庆汽车某
公司的一台轿车。2015年8月25日，曾某的
弟弟驾驶该车由娄底开往长沙，在距娄底
收费站3公里处，车身突然发生自燃，发动
机舱被烧毁。事故发生后，曾某要求该车
的销售商和生产厂家赔偿， 双方协商未
果。曾某遂将销售商和生产厂家起诉至法
院。在审理过程中，曾某与销售商、生产厂
家共同委托鉴定机构对涉案车辆起火原
因及车辆残余价值等进行鉴定，鉴定结论
为涉案车辆发动机连杆材料和
金相组织不符合技术标准要
求， 导致该车发动机运转过程
中，出现连杆断裂，断裂的连杆
打烂缸体， 使发动机内的润滑
油喷洒到正在工作的高温三元
催化器上， 导致汽车发动机机
舱内起火。 车辆维修费用已超
过购买一辆新车所需的费用 ，
该车无任何修理价值。

【法官说法】
审理此案的张莉法官说，《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
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
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
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
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
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2条
规定：产品质量应当检验合格，不得以不
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本案中，曾某购
买的汽车出现质量问题，生产厂家存在以
假充真、以次充好的欺诈行为，其应当按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原告曾某承
担民事责任。没有证据证明销售商明知其
销售的车辆不符合标准要求而进行销售，
故销售商不承担赔偿责任。

【温馨提示】
汽车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只要消费者

有证据证明商家的车辆存在以次充好、以
旧充新、以假充真等欺诈行为，就可以要
求销售商或生产厂家按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承担“退一赔三”的民事责任。

车辆缺陷引发自燃
商家承担3倍赔偿

以案说法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曹辉 通
讯员 冉春雷 潘明敏）向村民代表发放误
工补助、烟、槟榔，以拜年名义赠送礼物拉
票，违规私自张贴公开信……对这些违纪
违法行为， 湘潭市进一步严明纪律和规
矩，坚持“有案必查”“露头就打”，从重从
快，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以确保村级
换届平稳有序推进。至11日，全市共收到
违反换届纪律问题举报127起， 经查属实
24起，处理28人，通报典型案例6起。

今年初，湘潭市委将村级换届列为工
作重点，要求挺纪在前。各县（市、区）、园
区制定了相关工作方案， 做好宣传宣讲、
警示教育以及快速发现并处置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等工作。各乡镇（街道）先开展村
级财务清理和村（社区）两委成员离任审

计工作。
同时，湘潭市特别注重把好候选人政

治关、廉洁关。特别是对一些合并村、选情
较复杂的村，要求联点乡镇（街道）干部每
日开展走访谈话，对思想出现偏差的人员
进行法律政策宣讲和交心谈心，对村民反
映的有关问题线索和不良现象及时处置
和回应。雨湖区委换届巡回督导组发现万
楼街道永红村给村民代表发放误工补助、
烟和槟榔的情况后， 区纪委立即开展调
查，责成街道对村委会主任周立勇立案调
查，取消其候选人资格。湘潭高新区党工
委也查实双马街道新电社区党员谭志强
等人违纪， 给予谭志强开除党籍处分，对
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明、办事处联点副主任
郭健给予免职的组织处理。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岳纪宣） 近日， 岳阳县纪委对县畜牧局
动物卫生监督所副所长胡文建等5人工作日
中餐饮酒问题案件进行了通报。 这是岳阳市
近日发布最严“禁酒令” 后通报的第一例案
件。

经查， 2017年2月14日 （周二） 中午，
岳阳县畜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彭泽
双邀请副所长胡文建、 副所长罗岳湘和工作
人员胡慰先等3人到家中吃饭， 席间彭泽双
在明知工作日中餐不准喝酒的情况下， 仍劝
胡文建等3人喝酒， 3人各自喝了2至3两自制

白酒。 下午2时30分左右， 胡文建酒后在县
畜牧局局机关发生过激不当行为， 搅乱正常
办公秩序， 造成了不良影响， 被给予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 同时参与饮酒的其余3人受到
警告处分， 负有领导责任的卫生监督所所长
王应虎被给予诫勉谈话处理。

据悉， 2月22日， 为进一步把作风建设
引向深入， 岳阳市委办、 市政府办联合下发
关于重申和严明有关作风纪律要求的通知，
对公务接待、 会议活动发言、 领导考察调研
等方面作风纪律进行了具体规定。 其中， 通
知要求， 全市范围内所有公务接待一律不准

饮酒 （含节假日）； 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工
作日中餐不得饮酒； 外事接待和招商引资等
特殊情况需饮酒的， 报同级纪委 （纪检组）
备案； 严禁在任何时间、 任何场合酗酒； 严
禁以外事接待和招商引资等名义变相安排、
列支和转嫁酒水费用。 这一规定， 被当地群
众称为“史上最严‘禁酒令’”。

“通知虽然已经下发了， 但重要的是执
行。 下一步， 我们会综合运用交叉检查、 定
期巡察、 考核讲评、 督办交办等手段， 促进
作风建设规定要求落到实处。” 岳阳市委常
委、 纪委书记李挚表示。

5人工作日中餐在家饮酒被通报———
岳阳最严“禁酒令”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

铁规发力 禁令生威
湘潭确保村级换届平稳推进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袁忠民 兰萍）近日，永州市零陵区
梳子铺乡纪委对村级财务清理小组移送
的联塘村党支部原书记黄桂元违纪问题
线索予以立案查处。

零陵区自2月起全面启动村级财务清
理，3月启动“两委”换届工作，到3月底，已

对并村前的519个行政村（社区）全部完成
财务清理，清理资金21340万元。纪检部门
收到问题线索66条，涉及违规资金56万多
元、违纪资金7万多元。对违规资金要求限
期整改、违纪资金全部追缴，并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追责查处，为全区并村后村级换
届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

零陵区完成村级财务清理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李前峰） 记者日前从长沙市望城区
纪委获悉，该区本月启动了公益性岗位清
理整顿专项行动。

据介绍，该区将通过一个月的专项清
理整顿，进一步完善全区公益性岗位管理
模式，规范就业专项资金使用，严把准入
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对擅离职守，吃空
饷、徇私舞弊等违反公益岗位管理的现象
予以清理整顿，实现全区公益性岗位管理

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此次清理整顿专项行动，由望城区纪

委派驻人社局纪检组，区人社局、区财政
局相关领导和业务科室主要负责人，各街
镇人社服务站站长等组成专项行动小组，
通过自查、现场督查与实地走访等多种形
式展开清理整顿。期间，将对督查结果汇
总，并对违规行为提出处理意见，及时整
改， 以健全公益性岗位援助管理制度，有
效规范公益性岗位援助工作。

望城区清理整顿公益性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