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彭力 王紫伦

5月2日，第十六届“湖南青年五四
奖章”评选结果揭晓，50位青年获此殊
荣。“湖南青年五四奖章” 是共青团湖
南省委、 湖南省青年联合会授予湖南
青年的最高荣誉，旨在树立政治进步、
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
反映当代湖湘青年的精神品格和价值
追求。为什么他们能获得这样的殊荣，
在他们身上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记者
选取了其中五人进行了采访。

刘习聪：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刘习聪，湖南安化人，目前是安化
县平口镇完全小学教师。2008年，刘习
聪从贵州凯里学院毕业后参加特岗，
到贵州省威宁县新发民族小学任教，
这一教，就是六年。

威宁县新发乡是贵州省最偏远的
乡，这里海拔2200米，是贵州省最高的
石漠化山区。 那一年到县城还没有公
路， 没有班车， 只能先步行15公里山
路，再坐六个小时的拖拉机。

乡长紧紧握住刘习聪的手， 对他
说， 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到这
里工作的外省人。乡长的话，让刘习聪
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崎岖的山路，让
刘习聪深切地感受到山区孩子读书求
学的不容易。那个时候，刘习聪在心里
就说了一句话：要好好和他们在一起。

李秀琴，是一位非常刻苦的学生。
父母常年生病，爷爷年迈，每天放学回
家，她要打猪草、放牛、照顾弟弟。初中
毕业后，她看到家里负担实在太重，想
主动放弃念书， 准备到六盘水的餐馆
去当洗碗工。 得知消息后， 刘习聪连
夜赶到她家：“你只要好好学习， 老师
会想方设法帮你……”

李秀琴读高中的那三年， 刘习聪
不断地帮助她，给她鼓励。最终，李秀
琴考了527分， 高出贵州重点线74分！
这个差一点成为洗碗工的女孩， 而今
成为全寨第一个大学生。

大家会觉得很纳闷，不就是几个学
生考上大学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
山村里上个二本都不容易。在刘习聪的
不懈努力下，这六年里，村里共有75名
学生考上高中，比以前全村上高中的总
数还多，16名学生考上了大学。

在新发乡， 像秀琴这样的贫困学
生和贫困家庭还有很多。这六年，刘习
聪常年行走在大山之中。 坚持护送学
生回家， 不管风吹雨打， 走访学生家
庭，介绍教育政策，联系社会爱心人士
帮扶困难家庭。

“在大山深处，我收获了幸福与感
动。 有人会认为在大山里干几年是浪
费青春，但我认为收获很多，收获了外
面没有的幸福。到农村去、到基层去、
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这不
是一句空话，如果你愿意深入其中，一
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刘习聪说。

回到湖南， 作为全国最大的乘船
上下学的小学寄宿制班级班主任，他
跋山涉水家访跑遍了所教过的一千多
名学生，家访总里程超过1.5万公里。

从事教育工作以来， 刘习聪累计
为学生和学校募集款物600多万元，八
百多名学生得到了资助。 教育部为其
举办了全国巡回报告会， 成为中国第
一位出席联合国会议并发言的特岗教
师。

沈科：
打造中小微企业创业“梦工厂”

沈科，1982年5月出生， 现任长沙
黄金创业园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2年， 沈科放弃舒适安逸的生
活， 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攻读
金融和企业管理专业，大学毕业后，沈
科前往深圳创业。2008年，在父亲的协
助下，沈科回到家乡望城，创办黄金创
业园。

2016年， 黄金创业园被国家科技
部评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

“国家级众创空间”， 长沙黄金创业园
成为湖南省唯一一家同时获评两项国
家级资质的民营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沈科说，帮助别人完成创业梦，将黄金
创业园打造成一流中小微企业创业

“梦工厂”是他的梦想。
创业初期， 长沙湘锐离心机有限

公司总经理段顺昌连公司注册都不
会。2014年，段顺昌在长沙黄金创业园
租了30平米的空间开始创业，研发、生
产、销售离心机。黄金创业园从企业注
册登记到行业资质认定、 从项目申报

到知识产权申请、 从财务咨询到投融
资咨询与服务、 从人力资源到企业培
训，为他打造了“一站式”创业服务。经
过两年“孵化”，2016年他的湘锐离心
机年销售额已突破260万元。

湖南思酷派公司早期的市场推广
主要集中在国内新一佳、步步高等地方
超市，存在产品销售难，库存大，资金紧
张等问题。根据其产品特点和定位，黄金
创业园鼓励其重点开拓海外市场，并帮
助公司联系海外客户，协助其参加境外
专业展览会。园区帮助思酷派公司申报
国家及地方开拓海外市场专项政策支
持的同时，通过黄金创业园种子资金对
其投资，最大程度降低公司开拓市场成
本。通过两年多的发展，湖南思酷派公
司产品已销往日本、美国、俄罗斯、巴西、
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沈科介绍， 中小企业走出国门引
进技术需要面对费用高、周期长、选择
空间小、合作对象不可靠等风险。黄金
创业园借助自身平台优势， 通过与海
外孵化器建立密切的商务联系， 积极
探索出“海外创新孵化， 国内加速转
换”的途径，为中小企业的科技成果转
化、技术交流和市场合作等服务。

2015年至2016年， 园区共组织10
余次国际技术交流活动， 成功促成30
多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目前，园区已
累计入驻企业130多家，其中高新技术
企业4家，企业总投资4亿多元，解决就
业2000多人， 园区累计已实现总产值
约5.43亿元，缴税4034万元。

田剑凤：
决不让一个贫困乡亲掉队

田剑凤，29岁，法学硕士，苏仙区
五盖山镇三口洞村村支书。2013年，作
为大学生村官的她上山赴任， 带领村
里的老百姓致富奔小康， 当地的村民
亲切地称她为五盖山上的“领头凤”。

上任前， 田剑凤只晓得大奎上村
气候恶劣， 可现实的情况却是：“把我
吓懵了， 宿舍木板门上的缝最窄的都
有一指宽，还没门栓，晚上用桌子抵住
门，任凭狂风呼啸而进。”也就在那一
晚，在接到父亲打来电话问候之后，田
剑凤哭了一宿。

路是自己选的，抹掉眼泪，要强的
田剑凤一头扎进了农村。

1个月时间， 田剑凤跑完全村14个
村民小组，记下的民情日记达500余页。
笔者翻看一页页图文并茂的笔记，信息
量巨大：全村地形地貌图、人物关系图，
近年来村里的公共大事……

2014年3月， 田剑凤因工作出色，
在村支委换届中全票当选为大奎上村
村支书助理，7月又被派往更偏远的三
口洞村任支书。

三口洞村是省市贫困村， 但是她
扎根偏僻山村，把群众当亲人，把村民
当家人，不遗余力为群众办实事。短短
3年间， 村里完成通组水泥路1500余
米， 一下安装路灯93盏； 新修机耕道
2600米，整修水渠10000余米，加固水
坝2座，整修山塘2口；土地流转800亩，
新建烤烟房20个； 发展壮大专业合作
社，变“猪饲料”为“软黄金”。为了村民
致富，她扬长避短，发挥山区海拔高，
昼夜温差大，土质肥沃等地理优势，引
领乡亲们闯富路，实现从“土里刨食”
到发展高效农业的“梦想”。在她的引
领下， 村里的特色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及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不断做大做
强， 吸引了10多名外出打工人员返乡
创业。

如今，村里流转土地1000亩，种植
烤烟300亩，高山绿色瓜果蔬菜400亩，
优质稻300亩；培育养殖大户5个，养土
猪700头，带动贫困户每家养殖两头以
上，带动散户100余户。村民的致富路
更宽了，村里脱贫户在增加，2015年是
10户，2016年又有5户脱贫。目前，村里
贫困户还剩24家， 通过她争取农村小
额信贷，以及产业、医疗、教育等国家
政策扶持，2017年有望全部脱贫，全村
也将完成脱贫。“2017年我们要带领大
家想办法把我们的贫困农民能够带头
致富， 不落下一个贫困村不落下一个
贫困农民。”

方婷：
雨夜跪地救人感动莲城

方婷是本届“湖南五四青年奖章”
获得者中最年轻的，仅有23岁。

方婷是湘潭市第六人民医院康复
科护士，1994年3月出生，2014年11月
参加工作。去年8月31日晚，湘潭市河
东湖湘南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
挂临时牌照的新车将一对夫妻撞倒。

事故发生后， 方婷跪在地上奋力救人
的照片传遍朋友圈， 大家纷纷为她点
赞。

在许多患者眼中，方婷是个热心、
善良、单纯的“白衣天使”，对她见义勇
为的行动，大家也丝毫不觉意外。方婷
回忆说，车祸发生时，她和父亲正好骑
车路过，于是立即下车查看伤者情况。
“当时男性伤者满脸是血， 但还能说
话。女性伤者双腿扭曲、脸色发白，呼
吸、脉搏十分微弱，呼叫也无应答。”方
婷意识到女性伤者情况不妙， 于是便
立刻跪在雨夜对伤者实施心肺复苏。
救护车赶来后， 方婷继续留在现场协
助医生用便捷式心电图仪对女性伤者
测量心跳， 仪器显示女性伤者心跳停
止。就在此时，可能是因为内伤造成气
胸，伤者吐了一丝气息，这个细节被敬
业的方婷捕捉到。

紧急时刻， 在现场没有干净纱布
的情况下，方婷直接为伤者口对口进
行人工呼吸，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开展
生死营救……最后， 伤者还是由于伤
势过重不幸离开人世，半个多小时的
抢救，方婷的双手、衣服沾满伤者的
血迹， 跪地的双腿早已被雨水浸湿、
发麻， 但她却丝毫没有顾及这些，却
对患者的离世感到万分遗憾和难过，
回到家后她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
样的感想：“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尽管我和医生一直不放弃，但最后死
神还是将你带走了，愿你在天堂能好
好的。”

第二天， 方婷跪地救人的照片传
遍了许多湘潭市民的朋友圈， 也感动
了很多人。不少人留言说，她在危急时
刻，不惧不避，不犹不豫，第一时间挺
身而出，查看伤情，抢救伤者，流露出
一个普通公民仁爱助人的善良人性，
彰显了一个医护工作者无私无畏、尊
重生命、见义勇为的高尚品质。

“救人是医护人员的职责，也是一
种本能， 当时有很多路人也参与了营
救， 这种合力救人的场景也让我很感
动。”方婷说。

事实上，这名“90后”护士工作2年
多，700多个日日夜夜， 护理过3000多
个病人，不管工作轻重、难易，患者及
家属态度好坏，她都认真对待，想方设
法做好，用满满的爱心、耐心帮助患者
减轻痛苦、恢复健康。先后被评为湘潭
市“优秀共青团员”、湘潭市“三八红旗
手”、“湖南好人代表”。

胡光志：
危急关头为群众挡住子弹

“那几个毒贩抓到了吗？”这是岳
阳华容缉毒民警胡光志在一次与毒贩
枪战重伤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

胡光志是岳阳市华容县公安局禁
毒大队教导员。2015年11月3日上午，
胡光志获悉自己正在办理的一起贩毒
案件嫌疑人黄某藏匿在岳阳市五里牌
某住宅小区，下午1时许，嫌疑人黄某
出现。 就在胡光志和队友准备实施抓
捕时， 黄某快速逃窜至6楼租住屋内，
将门窗反锁。 正当其他民警下楼察看
时，黄某突然开门，手持砍刀挥舞，胡
光志躲过刀锋，果断鸣枪示警，黄某退
回房内将防盗门反锁， 随后沿下水管
溜至一楼逃跑。

胡光志与同事商量后， 决定请开
锁师傅打开黄某租住屋防盗门进行检
查。 就在胡光志在一楼楼梯口接开锁
师傅准备上楼时，院内突然闯入3名男
子，一人手持散弹枪，二人手拿砍刀。
走在前面的男子大声叫嚣：“谁是公
安？” 并抬手将枪口对准了胡光志。胡
光志果断表明身份， 为了保护在场的
群众， 用手将站在身旁的开锁师傅推
开，不幸右胸和左臂中弹，胡光志忍痛
追击20多米后倒在血泊中， 后经医院
全力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10多个小时后，警方最终将7名涉
案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现场缴获冰
毒500多克，麻古20多粒，自制枪3把。

从警13年， 胡光志在执行任务中
先后4次受伤严重， 多次直面生死考
验。5年时间一线缉毒， 胡光志共参与
侦破毒品刑事案件150余件，查处治安
案件300余起，抓获各类涉毒违法犯罪
嫌疑人500余人。

2016年7月12日，华容县新华垸发
生溃口，一名群众不顾阻拦跳到水里，
跑回离大堤约300米左右的家中欲抢
出财物，结果被困水中。正在大堤负责
转移群众的胡光志脱下警服与同事跳
入近3米深的水中，冒着房屋随时倒塌
的危险将该名群众成功救出。

2017年5月3日，胡光志荣获“全国
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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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交办信访件138件，累计交办877件。这
一批交办的信访件中，按地区分布为：省本级1件、
长沙市49件、株洲市5件、湘潭市8件、衡阳市20
件、岳阳市6件、益阳市3件、常德市8件、邵阳市6
件、郴州市5件、娄底市13件、永州市7件、怀化市3

件、张家界市3件、自治州1件。按污染类别分为：大
气污染27件、噪声污染20件、生态破坏9件、餐饮
油烟15件、垃圾污染13件、畜禽养殖12件、水污染
26件、固废污染2件、重金属污染6件、扬尘污染3
件、其他污染5件。

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的
群众信访举报件分类情况一览表
（第九批 2017年5月2日12时-5月3日12时）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曹娴 李伟锋）5月3
日下午，位于湘乡市白田镇长江水库洲岛上的湖
南嘉旺牧业有限公司内，3000余头生猪相继被转
移运走，困扰当地百姓10多年的污染问题，有望
得以解决。记者了解到，湖南嘉旺牧业有限公司
养猪场污染水库问题，是此次中央第六环保督察
组交办我省的重点信访件之一。

4月27日，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收到群众反映：
白田镇长江水库水资源被养猪场污染。 该养猪场建
在水库中间的洲岛上，废水直排入水库；当地百姓曾
多次向镇上和市里反映。

湘潭市和湘乡市收到该交办件后， 立即组织环
保、畜牧、水利等相关单位联合开展调查。现场检查
发现， 嘉旺牧业长江种猪场建设项目建于2005年，
选址长江水库一三面环水的洲岛上， 项目占地100
亩，2008年通过环评审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猪舍
清洗水、 猪尿液及生活污水等各类废水收集进入污
水处理设施，经生化处理后排入长江水库。今年，长
江水库被湘乡市人民政府划定为饮用水源保护区。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属于禁
养区， 嘉旺牧业长江种猪场属于应拆除或者关闭的
项目，必须立即关停并彻底全部退出。

5月2日，湘乡市市长周俊文率队，对长江水库周
边禽畜规模养殖场退养工作进行专项督办， 要求坚
定不移加快推进退养工作， 确保在5月3日完成养猪
场清场工作。

针对企业擅自扩建猪舍及扩大生产规模， 至今
未按照规定重新报批环评的环境违法行为，湘乡市环
保局责令嘉旺牧业立即改正，对于超出审批规模养殖
的生猪立即清退，对超出审批规模建设的猪舍立即拆
除，责令恢复原状；对嘉旺牧业违反相关环评法规，处
建设项目总投资额（注册资本）百分之五的罚款，计15
万元；湘乡市环保局、白田镇共同组成专项工作组，现
场督办生猪转运、清场工作。

白田镇副镇长刘波浪今天向记者证实， 在转运
完全部生猪后， 争取在5月6日前完成猪场全部附着
物及设施的拆除，5月10日前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及
专家制定生态修复工作方案并开展生态修复。

10多年养殖污染清除在即
湘乡长江水库养猪场将彻底关停退出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文红
武） 株洲市针对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环境问
题，边督边改，立行立改。5月2日，株洲市环保部门对
1家塑料造粒厂和3家无证洗水企业存在的突出环
境问题进行调查， 对调查中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
法进行了处罚。

针对群众反映的天元区栗雨街道一家废塑料造
粒厂废水直排、废气无组织排放的问题，株洲市调查

发现该厂未经环保审批， 清洗废旧塑料的废水未经
环保设施处理，直接排入城市管网。对芦淞区3家黑
洗水厂的调查发现， 刘某洗水厂使用暗管将生产废
水直排外环境； 另外两家洗水厂也没有取得排污许
可证，被责令停止排污，却一直拒不执行。

对发现的4起环境违法行为，株洲市环保局依法
进行了严厉处罚，要求上述4家企业立即停止生产，并
处罚款；4家企业负责人全部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停产、罚款、拘留一样不少
株洲市4家企业环境违法被查

厚着青春底色
贡献青年力量

———第十六届“湖南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故事摘选

车在绿中行
5月3日， 长沙县劳动东路国展路口附近， 成片的绿化带在磁浮快线两旁形成绿色走廊。 目前， 长沙

磁浮生态绿带走廊二期工程已初现“路在林中、 车在绿中、 人在景中” 的景观效果。 该工程西起浏阳河，
东至东四线， 全长3.2公里， 总设计面积约21万平方米， 将于本月底完成全部绿植栽种。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孙理楠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