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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孙存准 何顺 伍明亮

【家训格言】
要有本事 ，要守本分 ，要吃得苦 ，

要吃得亏，克勤克俭，唯读唯耕。

【家教故事】
丈夫因脑出血瘫痪，舌头不能动，

牙齿不能动，四肢不能动。6年来，汪小
燕精心护理丈夫、 孝敬公婆、 教育孩
子、友爱弟妹，在当地传为佳话。

窗明几净， 满屋亮堂， 没有一丝异
味。4月28日， 记者走进祁阳县城汪小燕
家，汪小燕正在用手机播放评书《岳飞》。
她的丈夫曾小忠斜躺在轮椅上， 见有生
人来访，吃力地哼起来。

“他不能言语，不能动弹，但有意
识，会哭会哼。”汪小燕轻轻拍拍丈夫
的肩膀，眼圈红红的。

2011年7月17日清早，曾小忠突然

倒地，症状像发羊癫风，且瞳孔扩散。
汪小燕顿时被吓蒙了，将他送医后，医
生说，曾小忠脑出血110毫升。后来，汪
小燕陪护丈夫辗转到衡阳、 长沙等地
医治，人是醒了，但曾小忠不能站立，
也不能说话了。其时，曾小忠42岁，汪
小燕40岁，已从黎家坪粮库下岗8年。

丈夫病倒后， 汪小燕当起了全职
护理员。6年来， 她不曾一天与丈夫分
开过。开始，她也不懂如何护理一个瘫
痪病人，就慢慢学习、慢慢摸索。曾小
忠舌头、牙齿不能动，吃东西只能咽，
汪小燕便将水果、青菜砸烂喂给他吃。
丈夫不能站立， 汪小燕就将他抱到轮
椅上，再给他洗澡。为了更好地照顾丈
夫，她还到康复中心学习针灸、按摩。
如今，丈夫有个什么小病，她能自主处
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年，曾小忠的
病情比较稳定，白发转青，面色红润。

汪小燕的公公曾凡茂、 婆婆肖夏

莲说，搭帮媳妇精心照顾，不然儿子早
就不在了。

曾小忠的妹妹曾小燕说：“我哥哥
得病后，嫂嫂就从来没有走过亲戚、回
过娘家， 每天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我
哥哥，喂饭时自己先尝一口，再喂。”

曾小忠患病前酷爱学习， 很重视
对孩子的教育。他瘫痪后，教育孩子的
重任便落到了汪小燕身上。

“一定要把孩子培养好！”汪小燕
时时鞭策着自己。 除了教育孩子要认
真学习，还教导孩子要克勤克俭，注意
平时言行举止，做到仁德待人，将曾家
家训传承下去。

曾小忠是曾家长子， 也是一个大
孝子。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按习
惯，弟妹长大后，应各自开伙吃饭。但
早在2000年， 曾小忠让大伙在他的住
处开集体餐。如今，一大家子16口人，
仍然开集体餐。在汪小燕看来，虽然丈
夫不能动了，但自己作为曾家长媳，理

应挑起重担。
肖夏莲说，一家三代吃在一起，而

且和睦相处，主要是大媳妇贤惠，孝敬
父母、友爱弟妹。曾小燕也说：“我们能
开大餐，主要靠大嫂嫂，她对大家庭很
大方。”

曾凡茂告诉记者， 他们曾家有
着良好的家训，内容是 ：要有本事 ，
要守本分，要吃得苦 ，要吃得亏 ，克
勤克俭，唯读唯耕。他说，如今，儿媳
妇汪小燕已成为曾家家训的忠实践
行者， 是曾家这个大家庭的核心支
撑者。

曾凡茂还赋诗一首：“不图富贵与
功名，只求晚年乐清贫，有谁三代同餐
饮，乡村流传我一人。”

【记者感言】
有一句歌词说“匆匆的时光如梭，

岁月如流 ”。但对汪小燕来说 ，丈夫瘫
痪后这6年，时光是在艰难困苦中熬过
来的。但她不以为苦，而是精心护理丈
夫、孝敬公婆、教育孩子、友爱弟妹，支
撑起一个大家庭。

家教 ，既重言传 ，更重身教 。汪小
燕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感染着身边的每
一个人，虽经磨难，曾家的良好家风家
训一定能得到传承、发扬光大。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王天花

“作为县林业局的领导，他本应是
守护森林健康的卫士， 却逐步堕落成
一条蚕食树木的‘蛀虫’。 ”

这是宁乡县纪委对该县园林管理
局原党支部副书记、 局长郑泽良违纪
案的点评。 据了解，“落马”时，郑泽良
从县林业局调到县园林管理局任局长
仅几个月。 今年1月，他经法院一审获
刑2年并处罚金，终尝苦果。

近日， 宁乡县纪委向记者披露了
该案案情。 经查，2011年至2015年，郑
泽良任宁乡县林业局副局长期间，不
仅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帮助”他
人承揽绿化工程，还虚构绿化工程，自
行套取项目资金， 甚至将自家建房的
民工工资也放在公家绿化项目工资中
虚列报支。 他就像园林里的一条“蛀木
虫”，“蛀食”着宁乡的花草树木。

损公肥私“蛀食”绿化工程
2012年，在宁乡举行长沙首届自然

生态博览会及灰汤旅游节期间， 郑泽良

不按正常程序， 将部分摆花项目交给了
套用他人工商营业执照的唐某。

尽管明知唐某可能不具备承揽资
格，郑泽良仍然违反相关规定，让唐某
顺利中标。 之后，唐某为了感谢郑泽良
给予的“关照”，送给郑泽良10万元。

这并不是郑泽良第一次利用职务
之便， 在绿化工程上为别人提供“帮
助”。 早在2010年，郑泽良在宁乡县豪
德市场购买门面时， 就向做绿化工程
的肖某“借”了10万元，其后并未归还。

“后来，郑泽良打电话说要还钱，
但一直没拿钱来。 因为我做的东花公
路绿化项目还需要他帮忙， 就告诉他
这钱就不用还了。 郑泽良之后也没有
还钱。 ”肖某回忆说。

2011年， 肖某通过郑泽良承包了
东花公路的部分绿化工程， 工程合同
是后来补签的， 也没有经过招投标等
程序。 之后，为了感谢郑泽良在项目中
的“关照”，肖某特地邀请郑泽良到休
闲城洗脚，当场又给他送了10万元。

姚某也和肖某一样。 2011年，郑泽
良直接指定由姚某承揽东花公路的部

分绿化工程， 并在工程实施和工程款
拨付等方面予以“关照”。 2015年6月，
郑泽良打电话联系姚某，让他拿58800
元税务发票到办公室来， 称要把这笔
钱用于协调。 之后，姚某将报销的钱交
给了郑泽良。

除了从日常“关照”中捞钱，2010
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郑泽良还以
虚构合同、虚开发票等方式，在宁横公
路等绿化项目中套取国家资金44672
元，据为己有。

自家建房子， 用公款给
小工发工资

2012年，郑泽良在老家建房，请了
在县林业局自营绿化项目中栽树的周
某三人做小工。

在发工资时， 周某等人却接到电
话， 让他们把为郑泽良工作的工时报
给县林业局。

周某回忆，2012年年底，郑泽良给
他们分别打了领条， 就是给郑泽良建
房的工钱。 之后，周某等三人分别拿到

了10662元、9410元、12600元。
原来，在支付周某三人工资时，郑

泽良私自将周某等人的工钱共计
32672元在县林业局自营绿化项目民
工工资中虚假报支， 用公家的钱“补
贴”了自己私人的支出。

2012年， 郑泽良还通过虚增他人
工程款的方式，套取1.2万元。当时刘某
承包了部分宁乡县林业局宁横公路绿
化工程挖穴整地工作， 靠着开挖机整
地获得了7万多元的工钱。 后来，郑泽
良找到他， 让他多开1万多元发票报
销。 后来，刘某将多报的1万多元交给
了郑泽良。

听到 “风声” 赶紧退钱，
“纪”网恢恢疏而不漏

2015年下半年， 郑泽良听到“风
声”， 得知宁乡县纪委正在调查自己，
担心被查处， 遂于2015年12月下旬退
给肖某20万元，退给唐某10万元，退给
姚某58800元。

“纪”网恢恢，疏而不漏。 2016年1
月， 郑泽良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
调查。 2016年7月，宁乡县纪委监察局
给予郑泽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2017年1月19日，宁乡县人
民法院一审判决郑泽良犯受贿罪、贪
污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
金20万元。

彭雅惠

今天早上， 妈妈去小区快
递柜取快递， 却因为不懂操作
无法打开柜门， 直到近半小时
后请一位年轻人帮忙才取到包
裹， 并且由于存放超时不得不
交了一元硬币。对此，老人家怨
言颇多， 并宣称以后拒收存放
快递柜的快递。

这不算个例，实际上，许多
老年人普遍不喜欢用快递柜 。
“凭什么跟我收费 ”“谁让你放
到柜子里的”“我要求重新配送
到家” ……来小区派送快递的
小哥说，为了快递柜，他挨了不
少老人家的骂。

快递柜近两年才兴起 ，是
一种智能储物柜， 外形与超市
寄存柜相似， 安放在居民小区
某一固定地点， 当快递员将快
递件放进柜子， 系统会自动向
客户发送短信：“您有一份快递
等待取件……”。人们寄快递也
可以放进快递柜， 网上支付费
用， 系统会通知快递员取件寄
发。

平心而论， 快递柜的出现
对解决快递“最后 100米”问题
具有重大作用， 快递员不用重
复送件， 收件人不必为了等快

递守在家里， 并且双方不见面
更能保证隐私。

但要使用快递柜， 有的需
要下载相关APP才能取件 ，有
的需要在指定的短时间内输入
字母与数字混合密码， 有的需
要短码验证， 还必须熟悉网上
支付， 对自助化操作不里手的
老年人而言，操作相对繁琐，因
此， 很多上了年纪的居民拒绝
使用。

当网购融入居民日常生
活， 收寄快递也成为日常生活
一部分时，忽视老年人的需求，
必然给他们的生活造成普遍性
困扰， 尤其是我们已步入老龄
化社会，老年人数量庞大，快递
“最后100米”照顾老年人需求，
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将快递件送上门或送
到楼下确实难以做到， 快递公
司不妨考虑统一收发多元化。

比如， 与小区周边的便利
店、洗衣店合作，如果收件人同
意，就将快递卸到小店里，由收
件人自由取件。对于小店来说，
集中收货能增加到店人流量 ，
对于老年人来说， 传统取件方
式更方便。

要照顾老人需求， 还得多
想办法。

� � � �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金
慧）今日立夏，第19届湖南茶文
化节暨紫砂、书画、红木、根雕、
陶瓷、 茶具工艺品展在湖南省
展览馆开幕，国内60余个名茶
产区逾500家企业携各地茶品
茶具茶器同台亮相。

展会现场，优质的茶叶、精
致的茶具、 漂亮的茶服琳琅满
目，让人流连忘返。据了解，与
往届相比，本次展出品类、品牌
茶企占比等方面均有提升。来
自湖南、云南、福建、广东、江
苏、广西、贵州、安徽、湖北等国
内60余个名茶产区逾500家企
业携各地茶品茶具茶器同台亮
相。以滇南古韵、耿马鹤益为代
表的普洱茶品牌； 以中茶黑茶

园为代表的黑茶品牌； 以大姥
号为代表的白茶品牌； 以三道
和、 叶兰茶厂为代表的绿茶品
牌； 以云南滇红集团为代表的
红茶品牌等，品种齐全。

“第一次参加茶文化节，像
是找到了组织， 感觉非常棒。”
在南新厅19号展位， 曾娟正忙
着给客人倒茶， 杯中的玫瑰花
在开水的浸泡下，旋转绽放，她
告诉记者，除了花茶，自己主业
是旗袍定做，希望借茶文化节，
宣传自己的品牌和理念。

湖南 茶 文 化 节 不 但 好
“喝”，而且好玩、好看，展会现
场还有机器人茶舞表演、 东方
禅意花道表演、 女人香旗袍秀
等精彩活动。

谈经论市

齐 有道 百
姓
篇

从严治党在路上
� � � �在林业系统摸爬滚打多年，他本该是守护森林健康的卫士，却贪婪地
“蛀食”起绿化工程———

林业局里，挖出一条“蛀木虫”

一个屋檐下 陪伴最深情

祁阳县曾凡茂家三代16口人同灶吃饭， 大儿媳汪小燕6年来精心照料
瘫痪丈夫———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当C919冲上云霄时，那一刻，除
了震撼就是激动！”

5月5日， 受邀赴上海参加C919首
飞仪式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在电
话中表示， 大型客机的研发和生产制
造，是一个国家航空水平的重要标志，
C919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航空梦，经
过数代航空人的艰辛努力， 才有今天
的一飞冲天。

“C919还只是我们航空强国梦迈
出的第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5月
4日， 在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记

者采访了领衔C919刹车系统研发的黄
伯云院士， 一位72岁高龄依然坚守在
一线的科研工作者， 一位令人尊敬的
长者。

飞机的起降和滑行离不开刹车
副。用碳／碳复合材料制造的碳盘，耐
高温、性能好，使用寿命是金属材料的
2至3倍，重量只有其四分之一，被称为
“黑色的金子”。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英、法3国实
现了金属材料向碳／碳复合材料的升级
换代，他们垄断着制备技术，我国飞机使
用的这种刹车材料全部依赖进口。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黄伯云教授领

衔“高性能碳/碳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
技术”课题组，不断改进工艺，经历了
上百次的失败， 终于成功研制出高性
能碳/碳航空制动材料，使我国成为继
美、英、法之后，第四个能够应用自主
知识产权生产飞机刹车片的国家。

谈及过去的艰辛、坎坷与成就，黄伯
云笑呵呵地用手一挥：“那都过去了。”

“现在关注的重点是，C919成功首
飞后，通过反复飞行试验，我们如何不
断改进、完善大飞机上的刹车片、刹车
系统，使之更加安全、可靠、耐用。”黄
伯云坦言，科研没有止境，应清醒地看
到与国际大型客机制造业的差距，奋

起直追。
“中国人的志气不应止步于此。”

黄伯云认为，大型客机市场潜力巨大，
我国还会研发比C919更大的飞机，对
飞机的刹车材料及系统会提出更高的
要求， 需要一大批科研工作者发扬持
之以恒、永不放弃的精神，付出百倍的
智慧和汗水去实现梦想。

“只要生命不息，就要把科学研究
做下去，为实现中国人的‘大飞机梦’
贡献力量。”黄伯云，这个和世界上最
硬材料打了几十年交道的科学家，浑
身依然散发着坚忍不拔的气质， 充满
了赤诚炙热的报国情怀。

快递的“最后100米”
应照顾老年人需求

“航空强国梦迈出的第一步”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

好喝 好玩 好看
湖南茶文化节开幕

� � � � 5月5日，民兵在练习水上救援。进入汛期以来，安化县人武
部召集资江沿线乡镇和县直相关部门民兵，开展为期一周的集
训，提高抗洪技能。 周云峰 萧剑 摄影报道

水上救援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