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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资助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这是
“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的初衷，也
是实实在在的成效。在湖南，至少已经有3000
多个已经毕业的贫困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在
“一家一”项目资助下，生长出飞翔的翅膀。

湖南“一家一”项目由省委统战部、省教
育厅和省扶贫办牵头， 在湖南中华职业教育
社设立项目办公室，动员、引导、整合各民主
党派、无党派、非公经济、港澳台海外和民族
宗教界人士等社会力量， 对接湖南武陵山片
区、罗霄山区和有关扶贫工作重点县，以区域
内农村贫困家庭为主， 每户资助1名孩子2年
4000元学费，帮助完成两年职业院校学习、一
年企业顶岗带薪实习并推荐就业。

【扶贫数据】
截至去年底，共筹资6878.4万元，在98所

职业院校开办校企合作班340个，资助贫困学
生17071人， 已毕业的3000多名学生全部实
现就业创业或继续深造。

【扶贫故事】

被改变的人生，被种下的梦想
5月18日上午，长沙阳光炙热。
河西梅溪湖， 中原地产销售经理刘基武

结束和客户的通话，笑着放下手机。此时，高
新技术开发区内的威胜电子有限公司， 统计
员龙学正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当天的工作。

如果没有在一个恰当的时候遇到“一家
一”这个项目，刘基武和龙学的人生轨迹可能
会与现在大相径庭。

2012年，家住溆浦县的刘基武高中毕业。
因为家境贫穷，他像身边很多的小伙伴一样，
来到东莞，进入一家电子厂，成为千千万万条
流水线后面的一员。

2013年，家住古丈县的龙学初中毕业，和
小伙伴商量去广东打工。龙学父母早亡，和弟
弟一起在福利院长大， 她打算早点挣钱供弟
弟读书。

刘基武不善言辞，但勤劳肯干，很快晋升
为小组长。正当他充满干劲的时候，发生了一
件事，让他第一次体会到现实的残酷。工厂领
班辞职， 作为小组长的刘基武暗自期待自己
可以接替领班职位。 没想到主管直接提拔了
一个刚进厂没多久的操作员， 因为他有大专
学历。

这件事令刘基武备受打击， 他一方面意
识到文凭很重要，另一方面，也明白自己的欠
缺———语言表达能力、管理能力都不行。他萌
生了想要再回学校读书的念头。

幸运的是， 在刘基武和龙学的人生十字
路口，都遇到了“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
工程的帮助，不但解决了经济上的燃眉之急，
更重要的是，职业学校的学习经历，为他们的
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2012年， 刘基武进入怀化工业学校数控
班就读。经历了两年打工生涯的磨练，刘基武
比身边的同学更加珍惜再次读书的机会。除
了专业学习， 他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综合能
力。担任班长、学生会主席，参加朗诵比赛、校
园十佳歌手比赛、创业培训班、入党积极分子
培训班，刘基武抓住一切机会，锻炼口才，提
升组织管理能力。 那个曾经不敢在陌生人面
前说话的腼腆小伙， 变得会积极表现自己。
2014年，他在学校入党。

2013年，龙学来到长沙，进入长沙市电子
工业学校“威胜·电子班”就读，学习电子技术
应用。班上30多个同学，龙学是仅有的3个女
生之一，也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这个温婉
的女孩子在班上并不是太打眼， 直到她连续
两年获得全省创业规划大赛一等奖。

对于刘基武来说，能力的提升，伴随而来
的是自信心的提高。毕业之后，他进入房地产

行业，选择了更有挑战性的销售工作。在学校
积累的综合能力，令他在这个行业如鱼得水，
仅仅用了半年时间， 他就从普通的销售员提
升为片区销售经理， 还在长沙买了房、 安了
家，打算把家人接到长沙来生活。

刘基武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3年成为销
售总监。 他说， 这份工作带来的挑战和成就
感，正是他所热爱的。

龙学毕业后进入威胜集团实习， 从最基
础的车间工作做起。 尽管目前工资并不是太
高，但已经可以负担自己和弟弟的生活。

工作之余，龙学翻看朋友圈，当年出去打
工的小伙伴，大多数都已经结婚生子。对未来
的生活， 龙学有自己的希冀和规划———她一
边在工作中学习，积累经验，一边自考大专和
本科文凭。一个更大更远的梦想，已经在她心
中悄然种下。

【扶贫经验】
湖南中华职业教育社社会服务部主任谭

圣林：自2012年以来，我们紧紧把握中华职业
教育社全国总社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温
暖工程教育移民项目的大好机遇， 推动实施
湖南“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把项
目作为全省“五大扶贫行动”的重要内容、推
动职业教育发展改革的重要方式、 统一战线
服务区域发展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探
索形成了“统战教育扶贫牵头、部门党派多方
联动、 社会各界积极捐资、 校企工学有机对
接”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新模式，使之成为湖
南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支重要力
量。

万婴教育集团董事长黄平：教育扶贫是最
好的扶贫方式之一。“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
暖工程与普通的教育资助项目不同，它不是简
单的捐资，而是通过职业教育，让贫困山区的
孩子掌握一技之长，顺利找到工作，有稳定的
收入，从而带动一个贫困家庭实现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张澎 熊龙英

� � � �名片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中，湖南

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2013级学生王佳、
张勇、周恩令、杨达这四位酷爱摄影的“95
后”，从毕业季里嗅到商机，创立一家专门
为大四学生提供毕业季策划的校园艺术
工作室———辛巴艺术工作室，颇受欢迎。

� � � �故事
结缘于共同的爱好———摄影， 王佳、

张勇、周恩令、杨达4人一拍即合，于去年4
月成立辛巴艺术工作室———一家“毕业季
艺术公司”。

工作室第一桶金是为一家室内设计
公司拍摄公司和人员的宣传照、 形象照，
拿到了2300元报酬。 团队成员王佳说：“面
对设备落后、资金短缺、经验不足等问题，
我们受到了种种质疑和打击。 ”但最终凭
借独特的拍摄风格、别致的创意和饶有趣
味的摄影作品赢得好评。“起初我们也没
有认为这就是创业，只是觉得这件事有意
思，就开始做了。 ”团队成员张勇说。 在拍
毕业照时，有时一天要拍4个班级，从早上
7时拍到晚上。 白天烈日烤得身体异常疲
惫，但大家匆忙吃几口面包充饥，又连夜
看相片讨论，力求第二天拍得更好一点。

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团队成员杨
达回忆：“有一次我们花了3天时间， 为一

家企业制作宣传片，结果对方迟迟不付款，
过了一段时间竟然联系不上了。 ” 当时，4
位同学又愤怒又无助， 彼此之间也产生了
埋怨的情绪，但冷静下来，看到自己完成的
作品，内心又充满喜悦。

除了一些商业拍摄外，团队还特别关注
公益摄影。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2月与湖南天
使公益机构合作，携手走进湘西为留守儿童
拍摄。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勇在网上看到一
些留守儿童的照片和视频， 心里受到震动，
产生了为湖南留守儿童进行一次公益拍摄
的想法。 他的想法得到团队其他成员支持，
经过协商，辛巴工作室与湖南天使公益机构
合作进行湘西留守儿童公益拍摄。

为了走进孩子们的内心， 拍摄出留守
儿童最真实的一面， 团队共走访了翁科小
学等6所小学。“公益有时是一种情怀与大
爱， 每一位在公益路途中不断前行的热心
人，都拥有着不会冷却的热忱与温暖，辛巴
公益一直在路上。 ”马洁说。

“辛巴工作室的‘野心’是凭借新颖
的创意、专业的技术、优质的客户服务体
系以及完整的一站式产品线， 由湘潭走
向长沙、株洲，并以点连线，由线做面，逐
步走向全国， 专注做最专业的毕业季品
牌。 ”短短1年里，工作室由最初4个人发
展成了有15个人的初具规模的团队，工
作室创作的《我们的毕业季》 作品荣获
“梦想中国，影像校园”全国高校摄影艺
术联展学生组二等奖， 团队成员也频频
获奖。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杨情陆 唐高旭 刘兰群

“点点穿上新衣服，真精神！ ”5月16
日，永州市原零陵地区制药厂退休职工陈
明安和老伴李淑荣，给40多岁的点点买来
一身新衣服。

陈明安的邻居告诉记者，点点是陈明
安“捡”来的。

陈明安今年76岁， 李淑荣也有71岁
了。 1989年初秋的一天，陈明安买菜回家，
发现工厂家属区门口有一个十四五岁的
少年蜷缩着。 面对大家询问，少年一声不
吭。 原来，这是一个弱智流浪少年。

陈明安赶紧从家里端来早餐，少年接
过碗，狼吞虎咽吃了个精光。 陈明安和李
淑荣又找来衣服给少年换上，把他送到民
政部门。

可没过几天， 少年又站在陈明安住
的家属区门口等他。 陈明安把少年送回
民政部门，他又跑出来，如此反复几次。
于是，陈明安、李淑荣向民政部门提出，
由他们来照顾这个少年，还给他取名“点
点”。

陈明安家附近的烟草公司宿舍区里
有一个木棚，陈明安从家里搬来崭新的棉
被、床单、被套等，把点点安顿好。 每天，陈
明安、李淑荣送来热气腾腾的饭菜，还给
点点换洗衣服。

3年后，烟草公司改造宿舍区，点点住
的木棚面临拆除。 陈明安对家人说，把点

点安置到自己家楼下的杂房，李淑荣和儿
女们全都赞成。 陈明安把杂房收拾干净，
为点点做了新床、买了新被子。

“以前，点点天热不脱衣服，下雨不躲
避，不爱与人交流。 ” 陈明安向记者介绍，
“现在，他看到熟悉的老人主动喊爷爷、奶
奶，还简单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

刚开始，点点经常感冒、咳嗽、拉肚
子。 出身中医世家的陈明安买来中药，为
点点调养。 冬天，点点的手脚长满冻疮，引
发溃烂，又不愿意烤火。 陈明安、李淑荣不
厌其烦地为他涂抹冻疮膏，“强制” 他烤
火。 点点在陈明安一家人悉心照顾下，身
体越来越好。

陈明安、 李淑荣和儿女们一有空，就
像教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 教点点说话。
以前，点点不洗脸、不刷牙，也不愿意洗
澡，头发又长又脏，理发店师傅不愿给他
理发。 陈明安买来剪子、剃刀，定期给他理
发。 陈明安、李淑荣还手把手教点点刷牙、
洗脸、洗衣服。 现在，点点每天洗脸、刷牙、
洗澡。 记者看到，点点吃过饭后，主动收
碗、扫地。

陈明安所在社区的网格员周玉叶告
诉记者，2003年，陈明安、李淑荣先后被确
诊为喉癌、乳腺癌，他们在医院做手术期
间，还不忘委托邻居照顾点点。

陈明安一家人的善行，影响着街坊四
邻。 在附近开早餐店的文三妹，经常请点
点到店里吃早餐。 邻近水果店的老板谢来
云，也不时给点点送来新鲜水果。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周再明 龙益才

【判决结果】
将从网上买来的射钉枪改造成

可以发射火药的猎枪， 不料却犯了
罪。5月15日，经桃江县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该县法院以非法制造枪支罪
判处被告人陈石峰有期徒刑3年。

【案情回放】
现年33岁的陈石峰，系桃江县鸬

鹚渡镇蒋家村农民 ， 学会了木工装
修、电焊两门手艺。2016年3月，他从
淘宝网上购买了一支射钉枪，然后用
自己熟练的焊工技术，将一根铝管和
一截铁管作为枪托和枪管，用焊机将
铝管和铁管焊接在射钉枪的两端，使
其成为可以击发的真枪支。陈石峰装
上射钉弹 ，弹壳内装的是火药 ，射钉

弹上膛后扣动扳机就可以发射，他用
这支枪来打猎。

2016年4月，陈石峰又从淘宝网上
购买了一整套气枪配件，并按照配件安
装说明书进行简单组装使其成为一支
枪支，将铅弹上膛后，扣动扳机即可以
击发，陈石峰平时拿它外出打猎。

2016年11月， 桃江县公安局民
警在陈石峰家中将其抓获归案，并搜
查出了两支枪 。经鉴定 ，这两支改装
后以火药为动力的自制枪，具有杀伤
力，均应认定为枪支。

【检察官说法】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符潜知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25条规
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
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枪支管理法》 第3
条规定：国家严格管制枪支，禁止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法律规定持有、
制造、买卖、运输、出租出借枪支；《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
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规定： 个人非法制造以火药为动力发
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以上的，以
非法制造枪支罪定罪处罚。本案中，陈
石峰的行为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鉴
于其并未造成严重后果， 到案后能如
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故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温馨提示】
陈石峰从网上购买的射钉枪，本

来是工程建设中用于镶钉木板材料
的施工用具，但他违反法律法规将其
改装成了具有致伤力的枪支。公民必
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否则 ，触犯法
律，必将自食其果。

� � �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蒋伟）省纪委三湘风纪网今天发布，湖南

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黄明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一家一”
给贫困学子插上飞翔之翼

———全省统一战线聚力脱贫攻坚实践纪实之二
举起镜头 记录青春

老百姓的故事

“捡”来的亲情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黄明接受组织审查

以案说法 网购射钉枪 改造成猎枪
桃江农村一木工获刑3年

� � � � 5月18日，长沙市湘江风光带金霞段。该段风光带位于长沙北二环至北三环之间的
湘江大道西侧，长约4.5公里。自2015年12月起启动绿化景观提质改造项目，其规划定位
为滨江旅游休闲区，总投资约2.55亿元。目前，整个项目已基本完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长沙湘江风光带金霞段
基本完工

� � � � 湖南日报5月18日讯（记者 周月桂）南秀
北雄，苏州的私家园林秀雅，北京的皇家园林
气派， 湖南的园林该是什么样子呢 ?“城

市———风景园林与生态修复” 高端论坛今天
在长沙举行， 国内相关行业知名专家与20多
个兄弟省市的园林绿化专家400余人齐聚湖

南， 探讨园林绿化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
作用，探究湖南园林的个性。

长沙市园林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长沙将广
泛征询专家意见，打造有本土特色的“湘”味园
林。目前，长沙正在申办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园林
博览会， 计划2017年至2019年三年内建设600
余座公园，使长沙市公园总量达到1000座，成为
全国首座拥有千个公园的城市。

打造有“湘”味的园林
长沙三年内公园总量将达1000座

湖南工程学院辛巴艺术工作
室的4位“95后”酷爱摄影，
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