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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汤济夫

【家训格言】
诚信于心，感恩于行。
【家教故事】
“我们父辈教导我们，做事做人是连

在一起的，要做好事，首先要做好人。做人
第一位的，是要讲诚信。”4月25日，记者
采访益阳晓园集团董事长曾小元，谈起家
教与家乡，她开门见山地对记者说。

曾小元出生于益阳市赫山区兰溪镇
一个农民家庭。10多年来，她和丈夫汤文
彬一道，把晓园集团做成了益阳汽车销售
的龙头企业，在益阳市城区和沅江、桃江
等地，开办了7家汽车4S店、5家汽车名车
馆，其汽车销售份额在益阳市场占有率超
过35%。

从默默无闻发展到享誉业界的龙头，
曾小元说， 家风家教对其事业影响很深，
是她一辈子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曾小元的父亲是一个乡村手艺人。
她小时候，父母亲教育子女最多的，就是
要讲诚信、礼仪、孝道和感恩。这给她留下
深刻印象，也影响着她的人生。她和汤文
彬结婚后，最初在兰溪镇做南货副食品批
发生意。她说：“那时用的是杆秤，别人买
东西时，我们宁愿让点利，也要使秤杆往
上翘一点，使顾客满意。”由于做生意讲诚
信，童叟无欺，曾小元的店子口碑不错，回
头客多，生意很好。

后来，曾小元、汤文彬又做过槟榔生
意、卖过农机。无论做什么，他们始终把诚
信放在首位，生意都做得风生水起。同时，
他们也用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教育自
己的孩子。儿子汤凯上小学时喜欢玩轨道
赛车，为了让他不耽误学习，曾小元、汤文
彬根据汤凯的学习成绩和在学校的表现，
制订一个标准，达到相应标准后才给他买
新的赛车或零配件。 在汤凯的记忆里，父
母从不食言。汤文彬说，我们兑现承诺而

不是像一些家长去哄骗孩子，就是想让孩
子从小养成言必行、行必果的好习惯。

现在， 汤凯经营着晓园集团一家4S
店，也是诚信对待顾客。店里制订了“维修
超时补偿”制度。前不久，顾客王先生在店
里修车，店里因故超时了，便守信补偿了
他300元。王先生说，以为店里只是说说
而已，没想到真的兑了现。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曾小
元、汤文彬夫妇事业有成后，除了感恩父
母、孝敬长辈外，不忘回报社会。夫妇俩不
仅解决了集团里12名困难员工家属就业
的问题，还想法安排残疾人员就业。对贫
困儿童、福利院和养老院的老人也关爱有
加，经常捐款捐物，折合成现金已超过60
万元。

曾小元、汤文彬夫妇的爱心，感染着
他们的一对儿女。儿子汤凯一直关注并帮
助留守儿童。2015年，他设立“汤凯公益·
红伞计划”项目，为留守儿童募捐，并从这

年开始， 每年组织一期“留守儿童夏令
营”。 这一活动将以前对留守儿童的单向
资助，变为双向互动和交流，吸引各行各
业爱心人士参与。后来，他和热心公益的
同伴一起，组织成立了益阳爱行志愿者协
会，让更多的人都来帮助留守儿童。

女儿汤奕婷虽还是在校学生，但她通
过书信往来，与贫困山区的孩子交上了朋
友。逢年过节，将积攒的压岁钱为这些孩
子买书籍和文具。

【记者感言】
诚信与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曾小元一家的事迹表明，诚信与感恩既是
一种为人处世的准则，也是一个人成就事
业的一种大智慧。

一个人不能满嘴胡言不靠谱，也不应
该私欲膨胀、一味索取。无论过去、将来，
无论身处何方、从事什么职业，讲究诚信、
心怀感恩的人， 总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否
则，总有一天会遭人唾弃。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徐小彬）第十三届全国见义勇为英
雄模范表彰大会24日在北京召开，来自湖
南的张德雄因协助便衣警察勇斗盗窃歹
徒，荣获“全国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

张德雄是怀化市沅陵县麻溪铺镇
居民，60岁的他在家乡是家喻户晓的
热心肠。2014年6月6日清晨，张德雄突
然听到一阵阵尖叫声， 他循声望去，只
见一个歹徒拿着尖刀对着一个青年狂
刺，两人扭成一团，血流满地。

“是便衣警察在抓盗窃团伙，看，警

车还停在那呢！”现场的村民嘀咕。张德
雄拨开人群朝凶手扑去， 不想却被歹徒
用尖刀刺伤。 他忍住剧痛疾身闪到歹徒
背后，勒住歹徒的脖子用力一摔，歹徒应
声倒地。围观的群众合力将歹徒擒住。

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评选表彰活
动由中宣部、中央综治办、公安部等8部门
联合举办。经过发起动员、遴选推荐、资格
审核、公示投票、集中宣传、加权统计等阶
段， 最终确认7名全国见义勇为英雄、3个
全国见义勇为英雄群体、38名全国见义勇
为模范及12个全国见义勇为模范群体。

我省纪检监察机关一季度
接受信访举报1.28万件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张斌）省纪委三湘风纪
网今天公布，今年1至3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接受群
众信访举报1.28万件，较去年同期增长9.81%。

这些信访举报中， 受理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1.2万
件，占比93.57%，较去年同期增长15.93%。其中来信7278
件、来访1493件、网络举报3532件、电话举报317件，其它
方式180件，实现了信访举报件“零积压”。

各级受理信访举报总量仍呈正金字塔结构。其中，中
央纪委转办交办0.222万件，占17.36%；省纪委本级受理
0.293万件，占22.91%；省以下纪检监察机关受理0.764万
件，占59.73%。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通讯员 王婧
妮 谢红桂 记者 左丹）4月23日， 第十三
届全国工程建设系统职业技能竞赛在陕
西杨凌落下帷幕。 解放军代表队以冷作钣
金工、无损检测员两个工种团体第一，拔得
头筹，职工组3人获得个人总成绩金奖并报
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4人获得银奖、3人
获得铜奖， 青工组1人获得个人总成绩金
奖、1人获得银奖， 此次解放军代表队参加
竞赛共有17名选手，14名获得奖项, 其中，
初次参赛的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简称
长沙航院）19岁在校学生龙文浩，取得青工
组冷作钣金工个人总成绩第一名，获金奖。
该院入选“军匠”队伍的另一名学生张昭获
青工组焊工个人总成绩第19名。

据悉，全国工程建设系统职业技能竞
赛始于1993年，每两年举办一届，是高技
能人才展示技能、切磋技艺、交流情感的
“技能群英会”。本次竞赛由国家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
心和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联合主办，是
国内工程建设领域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
的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 大赛设焊工、冷
作钣金工、无损检测员3个工种，每个工种
均由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两个环节
组成； 大赛分职工组、 青工组2个组别进
行，共有冶金、电力、石油、化工、船舶等32
个行业代表队，以及15个技工院校代表队
209名“工匠”参加，是历届规模最大，参
赛人数和国家级裁判最多的赛事。

要做好事，首先要做好人
———曾小元家以诚为本事业旺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刘婧 欧
阳强)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4月25日，衡阳市人民检察院
驻市公安局检察联络室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全省首家驻
市级公安机关的检察联络室。

为进一步延伸法律监督触角，密切检警关系，增强打
击犯罪合力，近日，衡阳市人民检察院联合衡阳市公安局
出台了《关于在衡阳市公安机关设立检察联络室的实施
方案》， 全市检察机关与同级公安机关将在4月底前统一
完成检察联络室挂牌工作。

今后，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将在联络中实现信息双向
共享。对重大敏感案件，公安机关通过派驻检察联络室及
时通报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协助公安机关把握案件定性，
确定侦查方向，引导固定证据。同时，定期相互通报案件办
理数据，提出意见建议，做到“参与不干预、引导不主导、监
督不失职、配合不越位”，实现法律监督效果的最大化。

我省首家驻市级公安机关
检察联络室成立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余蓉 ）
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日。 当天
下午， 国家级长沙天心文化产业示范园
联合中南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举办了“文
创企业版权保护运营交流会”，全国各地
文创产业版权保护运营领域的专家学
者、企业代表汇聚在一起，共话文创产业
无形资产———版权的保护与运营。

在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中，侵权案件

时有发生。最近《人民的名义》全剧遭泄露
一事被热议，与会嘉宾从电视剧电视节目
的版权保护意识、软件版权、企业不正当竞
争等经典案例出发，介绍了企业版权保护
运营中的实战经验。他们认为，湖南拥有丰
富的版权资源，尤其是文化产业的版权资
源，但是版权人才比较缺乏、专利保护方面
的人才也比较少。湖南应该打造好文化产
业链，充分挖掘、运营本省的版权资源。

文创企业版权保护运营长沙“论剑”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廖佚 田梦）4月
25日，“湘品入沪·沪品入湘”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和电商广告
运营中心的授牌仪式在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湘品
入沪·沪品入湘”为湖南省政府和上海市政府重点合作交流
项目，该学院负责高级技能人才培训和学历提升等。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 本地企业的市场意识和品牌意
识不强，急需相关技能型人才。项目建成后，预计今年能
完成500人次的技能培养。

“湘品入沪·沪品入湘”

湖南商职院培养职业人才

“技能群英会”“工匠”竞身手
长沙航院学生获青工组金奖

送知识产权进社区
4月26日，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街道识字里社区，“依法依规保护知识产权 志愿服

务助推科技创新”———长沙市2017年宣传“世界知识产权日”暨“送知识产权进社区”志
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来自街道的8支参赛队进行了知识产权知识抢答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张婷 摄影报道

张德雄勇斗歹徒获表彰
沅陵花甲老人获评全国见义勇为模范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张晓）今日，长沙市雨花区经开区
管委会携手长沙鹤诚医院打造医疗共同
体。同时，湖南省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
促进会与鹤诚医院合作建立“湖南省退役
士兵定点医院”，据悉，这也是湖南首家为
退役士兵提供专门医疗服务的医院。

长沙鹤诚医院董事长刘序森介绍，
医疗共同体将整合辖区内的医疗资源，
采用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
下联动的运行机制。同时，该院和湘雅二
医院合作，共同打造精准医疗中心。

秉承为退役士兵服务宗旨， 长沙鹤
诚医院挂牌成为“湖南省退役士兵定点
医院”，主要着力于“4个提供”：一是提供
绿色通道， 即为退役士兵优先挂号、门
诊、 住院治疗， 免挂号费、 长沙市区内
120急救接诊，24小时开放绿色通道；二
是提供特殊门诊， 即为退役士兵全面提
供专家免费门诊、专家会诊；三是提供床
位保障，即为退役士兵优先安排住院，保
障床位安排；四是提供医疗费用减免，即
为退役士兵体检费用减免50%，就诊、住
院治疗费用由长沙鹤诚医院补贴10%。

湖南退役士兵有了定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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