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微档案】
崔彩绒，女，慈利县人，1970年11月出生。

1990年6月常德师范学校毕业后，到慈利县三
合镇庄塌中学任教至今， 现任数学教师、6年
级班主任。曾获“张家界市教学能手”称号。

【故事】
依旧是山道弯弯，依旧是普通教师。
5月8日， 记者从长沙赶到慈利县庄塌中

学，已经是下午3时。崔彩绒刚刚上完一节数
学课。当晚，她还有两节自习课。她的家，就安
在学校里。这是两位教师合住的小屋，里外两
间。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心中的“3个想不
到”越来越鲜明。

想不到，她吃了这么多苦，却显得如此轻
松，没有悲伤的神情。

想不到，她小时候并没有吃过多少苦。父
母的5个孩子中，她最小，是“宝贝女”。

想不到，她对教学如此痴迷，教出来的学
生如此优秀。

时光回溯。
27年前，20岁的崔彩绒既有颜值，又有学

历，却选择回乡，到偏远的山区学校任教。
14年前，她被查出宫颈癌，接受化疗与手

术之后，回到教学第一线。
11年前，因化疗落下的肠梗阻发作，再次

住院治疗。一个月之内，公公、婆婆病故。
7年前，她遭遇车祸，脑震荡，重度昏迷3

天3夜。医院下了3次病危通知，她奇迹般地熬
了过来。

6年前，她的丈夫，因肝癌晚期去世。正在
上高中的儿子辍学。

一波接一波的苦难， 冲击着这位病魔缠
身的女教师，但她没有被击垮，依旧挺立在讲
台上。

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她？这些苦难，连铮铮
铁汉也可能承受不了。

崔彩绒说：“谁不想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我也想。面对人生苦难，可以选择
坚强。”

苦难中的崔彩绒，以乐观、豁达的精神面
貌，感染着身边的人。同事们说，看不出她是
一个病魔缠身的人。

2008年起， 教语文的刘宝玉就与崔彩绒
住在一块。“崔老师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我
住在里面那一间。去年12月，崔老师肚子痛得
厉害，3天没吃东西， 还在坚持上课。 一天深
夜，我在里间又听见了她轻微的呻吟声，赶紧
喊她哥哥来劝她住院。”刘宝玉说，“当班主任

的，学生的什么事都要管，简直是全职保姆。
崔老师拖着病体，忙这忙那，真的不容易。”

李思媛是庄塌中学幼儿园园长。 她印象
最深的是，2003年崔彩绒的那次化疗。李思媛
回忆道：“那一天是农历九月十六， 正好是我
生日。 我去医院看崔老师。 她的头发都掉光
了。她说‘等好一点，我要回学校去。与学生在
一起，非常快乐’。在我的眼里，崔老师就是女
神。”

与崔彩绒共事27年的崔春华说：“她的意
志力，一般人比不了。我特别佩服。她一直很
低调，不争名，但争先。”

崔彩绒不图名利， 但她带的学生个个争
先。

一所山村学校，因为崔彩绒的付出，在慈
利，在张家界，有了地位。

2010年， 崔亚丽同学的“屋顶水塔报警
器”获张家界市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2016年，成绩好、又孝敬老人的班长康婷

被评为“慈利县第二届美德少年”；4月，黎昌
顺同学在张家界市机器人巡回赛中， 获小学
组二等奖；10月，崔华同学在张家界市中小学
遥控模型巡回赛“水陆两用遥控车陆上项目”
比赛中，获一等奖。

“学生好，才是真的好。”崔彩绒说，“学生
有福，等于我有福。”

历经磨难、不改初心的崔彩绒，也有福。
2016年， 她将申请到的公租房装修得漂漂亮
亮。庄塌中学就她一个人有。60平方米，200元
一个月的租金。同事们恭喜她。她说：“我不会
因为挫折而丧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我要光
光鲜鲜地活着，好好地教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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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 “寻找最可爱乡村教师 ”的时段 ，
又到了爬山涉水的时分。

每一次寻找都是一次感动； 每一次寻找
都是一次教育； 每一次寻找都是一次心灵的
洗礼。

寻找，像马拉松式的接力。这根接力棒已
传递到第五个年头。 这样的寻找， 这样的接
力，不会停止。因为乡村教师是最基层 、最庞
大的群体之一， 他们像父母一样哺育着试飞

的雏鸟。因为“让镜头对准基层 ，把版面留给
群众 ”，是一种要求 ，更是一种责任 。基层是
土，群众是水。不深入基层，不接近群众 ，“不
服水土”，就会“水土不服”。

我们报道过的80位乡村教师， 大多还在
偏远的乡村学校。更多的乡村教师，默默无闻
而不可或缺地劳作着、 奉献着。 他们是有思
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普通人。理解了他们，关
注了他们， 讴歌了他们， 我们的作品才有思
想、有温度、有品质。

乡村教师工作和生活的环境， 注定他们要

品尝更多的酸甜苦辣， 经历更多的冷寂与无奈。
他们像春笋，一批一批地长出来。那些竹壳一层
一层剥离，像无声的岁月。即便倒下，即便消逝，
根还留着。这就是千年的传统、千年的血脉，生生
不息。广袤的乡野，需要成千上万的乡村教师，需
要这些乡村教育的坚守者、传承者。

寻找，他们一直就在那里。新的面孔，呈现的
是不变的初心、不变的情怀、不变的担当、不变的
坚守。营造更加浓烈的“尊师重教”氛围，更加关
心、关爱这些乡村教师，也是我们的初心。

我们，同样“不改初心”。

“面对人生苦难，
可以选择坚强”

———记慈利县三合镇庄塌中学教师崔彩绒

新的面孔，不变的初心

� � � �学校一套狭小而简陋的房子，就是崔彩绒与人合住的家。这也是孩子们的另一间“教室”。图为
5月8日下午，放学后，崔彩绒为孩子们辅导作业。 湖南日报记者 何国庆 陈惠芳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徐媛媛

“老戴，你好啊”“戴伯伯，你来了”……
在湘潭市岳塘区荷塘街道新桥社区， 无论
是散步的老人还是放学回家的小孩， 只要
看到社区民警戴群星， 大家都会热情地和
他打招呼。

戴群星是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区分局荷
塘派出所民警，他经常为群众提供帮助、解
决困难，群众说起他赞不绝口。社区里一有
事情，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戴群星。

老百姓的“主心骨”
位于湘潭市岳塘经开区的沃土路，宽

敞平整，车流如梭，是该区路网骨架建设中
重要一环。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
的荒地，项目顺利推进与戴群星密不可分。

沃土路原先设计两车道，后来变更为
四车道，这意味着需要征拆更多的民居。

“老戴，我们都是失地农民，只要按照
政策解决养老保险问题，我们就同意在征
拆合同上签字。”去年5月的一天，大家一
看戴群星来了，赶紧围上来。

“这条路修好了，大家都会从中受益。”
戴群星劝说大家，“我一定帮你们呼吁，不
会让你们吃亏。”

听了戴群星的话，大家慢慢散了。
随后，戴群星奔走协调做工作，拖了近

一年的征拆难题很快得到解决。
“大家肯相信我，是因为他们晓得我的

为人。”戴群星说。
担任社区民警近8年， 戴群星一步一

个脚印，在平凡岗位上展现出不平凡的能
量：为群众解决各种困难94起，提供帮助
1000余项，为特困户捐助资金2万余元，成
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800余起， 群众满意
度超过95%。

社区老人的“好儿子”
“老戴哎，马娭毑在公路上等了你一上

午，见到警车就招手。”去年重阳节，接到电
话，戴群星朝马娭毑的方向跑去。

“今天是重阳节，我就想带些鸡蛋来看
看你。”矮小的马娭毑站在路边，提着个篮
子，望着一路跑来的戴群星，开心地笑了。

马娭毑今年94岁，儿子和丈夫都已去
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着。戴群星到新
桥社区后，一直照顾着她。每个星期他都会
抽空去一趟，给老人带去喜欢吃的水果，及

时送上米、油和菜，还帮她家里打扫卫生，7
年来从未间断。

去年， 马娭毑因为误食红枣得了结肠
炎，当晚10时被送进医院。医生建议立刻
动手术，可没人敢签字。戴群星二话没说，
接过签字单，写上“儿子戴群星”。手术做到
凌晨3时多才结束，戴群星回去后，一大早
又赶过来，把妻子曹静兰也带过来帮忙。

社区还有个70多岁的刘娭毑。刘娭毑
和患有精神病的女儿相依为命， 每次女儿
一发病， 刘娭毑就跟着发愁， 只好找戴群
星，戴群星总是随叫随到。“好多年了，年年
都是这样，烟都没抽过我一根。哪里找得到
这么好的人喽。”刘娭毑感慨。

戴群星的同事说， 老戴当了十几年民
警，这样的事太多了，说不完。

1999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戴群星始
终奋战在基层一线， 先后4次荣立三等功。
2013年，他获评省学雷锋标兵；2014年，被
湘潭市政府评为先进个人；2016年5月，被
评为“最美岳塘人”；2016年8月，登上“湖
南好人榜”。

可在戴群星心里， 金奖银奖不如老百
姓夸奖。“我是人民警察，‘人民’ 二字在前
头，就要时刻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事。”

■点评

离群众最近， 和群众最亲； 乐群众所
乐，忧群众所忧。这是社区民警戴群星的真
实写照。

数年如一日守在社区，有求必应、孜孜
不倦，这是一种什么情怀？这是警民鱼水情
深，这是无私奉献的精神。作为人民警察，
戴群星真正把“人民”二字写在了前头。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我是人民警察，就要时刻为人民办事”
———记湘潭市岳塘区社区民警戴群星

5月25日交办信访件104件， 累计交办
4531件。这一批交办的信访件中，按地区分
布为：省本级2件、长沙市44件、株洲市7件、湘
潭市5件、衡阳市5件、岳阳市6件、益阳市2件、
常德市6件、邵阳市2件、郴州市15件、娄底市6

件、永州市2件、怀化市2件。按污染类别分为：
大气污染17件、噪声污染15件、生态破坏8件、
餐饮油烟污染12件、垃圾污染13件、畜禽养殖
污染11件、水污染8件、固废污染1件、混合污
染1件、扬尘污染1件、其它污染17件。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周佳 尹芳）利
用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今天，刘少奇
纪念地协作发展会议暨《追寻刘少奇足迹》
丛书编辑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刘少奇
同志之子刘源上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副主任陈晋出席会议。

2018年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
为充分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文化资
源资政育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
好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筹备工
作， 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思想生平
研究分会、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联合举办了
此次会议。

来自延安革命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确山竹沟革命
纪念馆、 道县等全国刘少奇纪念地的50余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就刘少奇思想研究、文
物资源保护利用以及《追寻刘少奇足迹》丛
书编辑、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及电视
文献纪录片《刘少奇的故事》的筹备拍摄工
作等进行探讨。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 刘少奇故里
管理局局长罗雄表示，明年计划召开“纪念
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全国书法美术作
品展览”等活动，同时将建设刘少奇文物保
护中心、花明楼图书馆等设施，利用“互联
网+”把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打造成为数字博
物馆和智慧景区。

全国刘少奇纪念地协作发展会议
在长沙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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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批 2017年5月24日12时—5月25日12时）

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通讯员 杨敏）
日前，省委印发《关于加强离退休干部经常
性学习教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对推动离退休干部学习教育工作常
态化、制度化作出规定。

《意见》强调，全省离退休老干部、老党
员要以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为基本要求，以
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
党为根本任务， 继续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
定支持者和模范践行者， 继续讲好中国故
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好中国声音，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为建设“五个强省”和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贡献智慧和力量。

《意见》明确，要推动在涉老兴趣爱好
团体、老年社会组织和老干部（老年）大学
班级中建立基层党组织或临时党组织。有
离退休干部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单位，应
当成立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不足三人的，可
打破单位、身份界限，与邻近单位、街道社

区、居民楼院联合成立党支部，也可编入本
单位在职党员党支部， 并指定一名支部委
员负责联系。

要加强教育阵地建设。 各地各部门根
据实际情况可举办独立的老干部（老年）大
学，也可依托老干部（老年）活动中心等机
构举办老干部（老年）大学，并发挥好辐射
带动作用。 有条件的地方及部门可成立老
干部党校， 结合老同志特点定期举办各类
读书班、理论研讨班，加强离退休干部党组
织班子成员教育培训和离退休干部党员思
想政治教育。

要加强经费保障。 健全离退休干部党
组织工作经费保障制度， 提高离退休干部
党组织收缴党费下拨比例， 用于离退休干
部党员学习活动开支。各级党委（党组）要
把离退休干部学习教育纳入党建工作责任
制， 相关部门都要根据各自职能给予大力
支持，加强督促检查和宣传引导，推动离退
休干部学习教育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省委日前发文要求
推动离退休干部学习教育工作常态化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王曦）今天，
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 现场发布悬赏通
告， 对10名故意杀人在逃人员和10名地域性
职业犯罪在逃人员进行公开悬赏通缉。 记者
从发布会上获悉，今年3月份以来，我省公安
把追逃工作作为今年打击犯罪的重点， 掀起
了前所未有的追逃大会战， 截至5月19日，全
省共抓获在逃人员4247人， 取得了良好的阶
段性成果。

此次行动中， 全省公安机关针对命案、
涉爆、涉枪、涉毒、涉黑、涉拐、严重暴力犯罪
等群众反映强烈、 危害严重的在逃人员，开
展精准定向抓捕。同时，省公安厅联合省高

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司法厅印发
了3万份通告， 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此
外， 公安机关还充分利用电台、 电视台、报
纸、网站和新媒体，向社会公布了追逃举报
电话和举报邮箱， 极大激发了全民参与热
情，截至目前，通过群众举报，直接抓获网上
在逃人员40名。4月19日，郴州市公安局苏仙
分局在广东东莞市抓获2名潜逃11年的绑架
杀人在逃人员；资兴市公安局在长沙市抓获
一名潜逃10年的故意杀人逃犯李某强。4月
22日，泸溪县公安局办案民警远赴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抓获潜逃18年的故意杀人在逃人
员李某芳。4月23日，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

抓获了在逃人员陈某平，破获长沙市中小学
近年来发生的盗窃案件14起，通过对陈某平
的审查深挖，居然发现其1994年于隆回县罗
白乡做下的一起抢劫杀人案，一桩积压23年
之久的命案随之告破。

警方表示，追逃专项行动正进一步深入
开展，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
在逃人员线索， 配合公安机关抓获在逃人
员。对于提供有价值线索的，公安机关将按
照相关规定予以奖励， 并为举报人严格保
密。对于隐瞒包庇在逃人员的，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将依法从严
惩处。

追逃大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

湖南公安抓获在逃人员4247人 戴群星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胡卫红）近日，桃江县浮邱山乡卫生院与该乡
农民进行家庭医生签约。从此，该乡农民在益
阳市农村率先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

据了解， 这次签约农民主要是65岁以上
老年人、高血压患者、Ⅱ型糖尿病患者、0-6岁

儿童、孕产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肿瘤患者、
肺结核患者以及其他有签约服务需求者。村
民以户为单位自愿签订协议， 原则上一年一
签。浮邱山乡卫生院院长卢雪华介绍，医院将
组成家庭医生团队， 主要为签约村民提供常
见病、多发病诊治以及合理用药、就医路径指

导和转诊预约等基本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
务。并根据签约村民健康状况和需求，制定个
体化签约服务内容， 包括健康咨询、 中医保
健、药品代购、康复协助、化验检查等。

浮邱山乡卫生院副院长陈乐园是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团队一团队团长。他表示，将24小
时打开手机，以方便村民。其团队还将为空巢
老人、行动不便的患者上门提供诊治、健康咨
询等服务。

浮邱山乡农民有了家庭医生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段涵敏）航空
紧急救援不再是影视大片中的场景， 在突发
意外时， 我省居民也将享受到这一快速高效
救援服务。5月24日下午， 湖南省人民医院与
广东白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签署《航空紧急

救援合作协议》，航空救援湖南基地落户湖南
省人民医院，空中救援时代即将开启。
湖南省人民医院院长祝益民介绍， 马王

堆院区已经建设了一个直升机起降点， 医院
将凭借过硬的硬件设施、 专业团队和医疗技

术，全力打造具有特色的创伤急救医学中心，
与时间争夺生命。据透露，航空救援基地将陆
续在我省启动， 将建成东南西北中五个一级
基地，建立起24小时救援服务体系，提高我省
紧急救援能力。通过与110、120、119等公共应
急平台的对接，将实现“网络化、常态化”的空
地一体立体化救援，最终建成60公里半径、24
分钟之内直升机快速到达的航空救援体系。

航空救援湖南基地落户省人民医院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