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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微档案】
蒋军生，男，1966年出生，茶陵县舲舫乡中

心小学教师。1988年开始在舲舫乡村小工作，
曾参加株洲师专函授学习，30年来扎根舲舫教
书育人。先后获评茶陵县首届公民道德爱心使
者、茶陵县优秀教师、香港“阅读·梦飞翔”推行
阅读活动工作最佳老师、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
义工服务奖等荣誉称号。

【故事】
偏僻的茶陵县舲舫乡中心小学， 有一笔

特殊的家当———13000多册适合孩子们读的
图书。

6月2日，从长沙驱车3个多小时后，记者终
于见到了它们。9000多册刚刚加装了条形码，
3000多册堆放在阅览室的地上和桌上，准备加
装条形码，还有1000多册被翻烂的等待处理。

“以后学生借阅只用扫码，方便多了。已
经忙了一个多月，下周就可以全部搞完，对外
借了。”蒋军生笑着说，最喜欢看到孩子们读
书时的笑脸。

这位昔日的农村娃，已当了30年的孩子
王。13年前， 就是在这个山旮旯的校园里，他
与一支留学生支教队伍邂逅， 此后仿佛长出
了翅膀，一点点从山外“衔”回一册册图书，照
亮了越来越多农村娃的心灵。

“上个月有个大学生要加我QQ，说是我
的学生， 最难忘在中心小学图书室的时光。”
蒋军生告诉记者，“能够在学校免费看那么多
书，孩子们高兴得不得了。”

13年，为了13000多册图书，蒋军生不知
付出了多少心血！

“2004年，我接待了一支留学生支教队，领
队就是在美国读博士的弟弟。 他们给学校带来
了300册图书， 还告诉我有个组织叫海外中国
教育基金会，可以上网联系捐书。”蒋军生说，弟
弟出国前曾送给自己电脑和数码相机， 想想正

好能派上用场，次年他便试着开始申请。
大约过了半年，终于获批受捐3000册图书。
当书陆续到达县里货运站时， 蒋军生骑

着摩托车， 往返15公里一趟趟搬到学校，“一
次能够搬两箱400本”。分类、编码、上架。白
天要上课，只有晚上和周末干。

学校把一间教室腾作图书室。 可是书架
到哪去弄呢？看到学校食堂有个废弃的碗柜，
柜门都掉光了，但有4层高、8米长，蒋军生便
打起了主意。把柜子洗干净后，和几位老师一
起抬到图书室。

新书上架后， 孩子们欣喜的表情被蒋军
生的相机捕捉定格， 并上传到海外中国教育
基金会网站。

“这张叫做‘新书来了’ 的图片， 成了
2005年基金会向全世界捐书人赠送的贺
卡。”蒋军生从资料夹里翻出这张图片，“孩子
们的笑脸传到了全世界。”

此后，蒋军生不断向北京、香港等地的公
益组织申请，收到越来越多的图书、衣物、文
具、教学用品，还联系到了4万多元助学金，帮
助30多位孩子完成了学业。算下来，15000多
件物品90多箱包裹都是坐着他的摩托车，从
县里的多个货运点到达中心小学， 油费他也
没报销一分钱。

“在考察茶陵好几所学校的图书室后，香港
‘阅读·梦飞翔’ 文化关怀计划决定资助我们。”
蒋军生说，那次资助把图书室装修一新，又增加
了几千册图书， 学校也因此成为株洲市唯一实
行“午读”和“奖读”制度的乡村小学。

“前两年屋顶漏水，我生怕漏湿了书，又
从网上申请到一笔维修基金。” 蒋军生说，施
工过程中自己爬上屋顶检查质量， 就是要对
得住捐助人。

在图书室共事多年的周年发老师话不
多：蒋军生吃得苦。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陈薇 )6月3
日， 由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和江苏省文联、江
苏省美术家协会、江苏省国画院、江苏省中
华文化促进会联合主办的“大道朴心———魏
镇山水画展”在长沙美庐美术馆开展。

此次共展出魏镇近年来精心创作的60
幅作品，其中不少是其游览海
内外自然风光后的写生作品。
这些画作既有写实也有写意，
技法中既有传统中国画的骨
法和晕染，又有西方绘画的色
彩和风韵， 令观者耳目一新。
展览将免费开放至6月9日。

据介绍，魏镇是著名国画
家魏紫熙之子，新金陵画派嫡
系传人之一，1946年出生于河
南。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江苏省
国画院专职山水画家。魏镇自

幼酷爱绘画，在父亲指导下，精研传统笔墨
技法，从“四王”入手，临摹了南宋马远、夏圭
和清代石涛等诸家的大量作品。在继承传统
的基础上，他秉承新金陵画派“笔墨当随时
代”的理念，积极创新，形成朴中蕴灵、静中
取动的山水画风。

湖南日报6月5日讯（白培生 颜石敦 钟
剑昌）5月31日，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民警
在祁东县警方的协助下， 成功将诈骗他人钱
财的犯罪嫌疑人肖某飞抓获。

2016年初，受害人吴某平来到北湖分局
人民路派出所报案， 称被一个名叫肖某元的
“朋友”诈骗了15万元。吴某平说，2016年元

旦过后，肖某元称承包了一个土方工程，由于
忙不过来，准备将部分工程转给他做，要求先
付部分转包费。但肖某元拿到15万元转包费
后便失去了联系， 他一打听所谓工程跟肖某
元没有一点关系。

办案民警根据受害人吴某平提供的信息，
查证肖某元为祁东县白鹤铺镇桃红村村民，但

已去世。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冒充肖某元的
是肖某飞，肖某飞因欠款比较多，为躲债一家
人搬离了村子。 肖某飞以肖某元的名义在外
揽活干，骗取他人钱财，民警多次前往其老家
抓捕无果。今年，民警在祈东县城里找到了肖
某飞姐姐的住处。5月30日，在肖某飞姐姐家
布控的民警， 发现肖某飞躲藏在附近的一栋
楼内。民警联系当地派出所，合力将肖某飞抓
获归案。目前，肖某飞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
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朱有元

前不久，在长沙市开福区洪山街道洪西社
区“两委”换届选举中，候选人均以全票当选。

“今年的换届选举，一没发烟，二没请客，就
是一杯清茶，简简单单，但居民投票踊跃。”洪西
社区洪缘安置小区居民乌丽华道出了缘由，因
为社区的党员和工作人员平时工作兢兢业业，
尤其是2016年以来进行的社区提质提档，为居
民办实事、解难题，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提质提档，主动啃“硬骨头”
洪西社区处于城郊接合部，农业人口多，

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社区内的洪缘安置小区，
于2008年建成，是开福区第一个农民安置小
区。小区常住人口1600余人，而流动人口达
5000余人。

洪西社区党总支书记彭德海说，过去，违

章建筑、占道经营、乱停乱放、垃圾乱丢等现
象非常普遍。由于地下管道管径小，随着人口
剧增，已经超出了原有的承载能力。一下雨，
污水就涌出地面，肆意横流。

2016年，长沙市启动对开放式小区的提
质提档建设。 洪山街道把洪缘安置小区作为
提质提档的重点，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

彭德海介绍， 至今年5月下旬， 累计投入
3400多万元，对环境、绿化、地下管网等进行了
全面改造整治，占道经营、马路市场全部取缔。

洪缘小区内有门店300多家， 大大小小
的餐馆32家。 有的店主在室外搭起摊棚，扩
大经营面积，妨碍了通行，居民们有苦难言。
借提质提档的机会， 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深
入到搭建违章建筑的业主家，陈述利害关系，
描绘美好未来，最终获得了他们的理解。今年
春节后，一个月内，小区内的107处违章建筑
及50余处流动摊棚全部拆除。

社区焕然一新，居民拍手点赞
5月25日，在江西的女儿家住了3个多月

的严民社，回到洪缘小区。“几个月的时间，我
发现小区已经大变样， 给人焕然一新的感
觉。”严民社伸出了大拇指。

乌丽华住在洪缘安置小区32栋，她告诉
记者，以前大家没地方晾衣服、晒被子，就纷
纷在树上拉绳子。这次提质改造，专门建起了
一批制式晾衣竿，干净卫生又整齐，还方便了
大家。还有，离小区不远的山月路口以前有一
个垃圾堆，每次路过都臭气扑鼻。前不久，垃
圾堆被铲除干净，在小区的1栋建了一个公共
垃圾站，臭气再也没有了。

59岁的周兰芳，娘家在洪西社区的靳家
冲。以前，晚上回娘家的路漆黑一片，令人心
里发毛。“去年下半年， 靳家冲的路边装上了
路灯，这下方便多了。”周兰芳说，自那以后，
傍晚出门散步的人越来越多。

让居民们感到幸福的， 还有越来越贴心
的社区服务。周兰芳说，60岁以上的老人，社
区每年都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同时，每年社区
都会安排两场健康知识讲座。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杜文心）6月3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青少年图书出版分社·神秘岛举办的主题
为“做自己的冠军”系列活动来到长沙市东
晖小学和当当梅溪书店。奥运冠军陈一冰现
场与家长以及小读者一起分享了《陈一冰给
孩子的勇敢书》中的体育精神和人生感悟。

陈一冰在他24年的体操生涯中， 共获
得过29次冠军， 这其中包括两次世锦赛吊
环冠军和一次奥运会吊环冠军。这样一位传
奇人物没有出自传，却为孩子们写了这套体

育成长全书，陈一冰从自己的专业角度为青
少年的健康成长指路，让体育精神和儿童教
育完美结合。

这是一套专为8至14岁孩子量身定制的
体育成长全书。这套书既是“精神食粮”，同时
也对各项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解说， 更有奥运
冠军的现身说法， 告诉孩子如何练就强健的
体魄和坚韧的意志。《陈一冰给孩子的勇敢
书》通过一个个发生在赛场内外的真实故事，
分别从“团结”“友谊”“宽容”“竞争”4个角度，
为孩子们阐述体育精神、感悟体育人生。

“做自己的冠军”
奥运冠军陈一冰现场分享人生感悟

湖南日报6月5日讯(罗雅琴 岳纪轩)近
日，岳麓区举行“清风岳麓 你我同行”机关
党员大课堂专题学习，区直机关300多名党
员干部又一次接受思想大洗礼。而这，不过
是岳麓区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剪影。

岳麓区委常委、 纪委书记贺赤兴介绍，
近年来，为了建设“清风岳麓”，把清廉之风
根植党员干部工作生活中，岳麓区开展了一
系列探索，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廉政文化
建设之路。他们一方面开展“微党课”“机关

大讲堂”等活动，筑牢党员干部思想堡垒，另
一方面，积极加强廉政制度和廉政文化阵地
建设，“四二一” 议事工作法、“组账村代管”
等工作方式，就是其中之一。

对此， 岳麓区雨敞坪镇新卯村的村民感
受颇深。以前村里“吃低保”的问题，往往村支
书一人说了算，村民议论纷纷。自从创新运用
“组账村代管”的工作方法后，村里将一切开
支透明化，村民共同来监督，每个村民心里都
有了明白账，消除了村民疑虑。

“清风岳麓”逐渐形成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刘彦妮） 今天是第46个世界环境日，上
午，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大手
拉小手，共筑中国梦”世界环境日主题教育
活动，与马王堆小学的100余名“环保小卫
士”开展了一系列环保趣味活动。

格栅、旋流沉砂池、消毒池、C-TECH
池……一套小城镇污水处理模型吸引了小
朋友们的注意，“原来污水是这样变成干净
水的啊！”小朋友参观后发出了惊叹。活动现

场还有“变废为宝”模型展览、主题画展、制
作手工环保袋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参加本
次活动的学生在快乐中了解和学习环保知
识、提高环保意识，从而一起为环保事业添
砖加瓦。

据悉，“大手拉小手，共筑中国梦”环保志
愿服务项目团队自2010年成立以来， 参与服
务的注册志愿者累计超过10万人次 ，2016年
其活动项目获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环境保护与节水护水”类项目金奖。

“大手拉小手，共筑中国梦”

魏镇山水画展现“新金陵画派”风采

冒充他人骗钱 民警追踪擒获

“全票”背后的民意
———长沙洪山街道洪西社区见闻

山外“衔”来万册书
———记茶陵县 舫乡中心小学教师蒋军生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尹虹 ）今天
下午，由湖南省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组织
的世界环境日专题座谈会“加快绿色发展，
建设生态强省” 在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举
行。来自省内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数十位知
名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实务工作者代表参
加座谈。

座谈会上，周发源、刘湘溶、刘解龙、
李倦生、 李爱年等专家学者指出， 今年世
界环境日中国的主题是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也是绿
色发展理念的形象表达，深刻阐明了发展
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要实现可持续性

发展，必须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 自觉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来自
省两型工委、 省环保厅、 省环境监测中心
站、宁乡经济开发区的刘怀德、彭勇辉、罗
岳平、郑旗等同志结合实践，着重从理念、
制度、 规划、 工程等方面阐述了推进绿色
发展的路径和思考。

大家一致认为，生态良好是湖南的最大
优势、最大特色和最大潜力，全省上下一定
要按照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部署，咬定生态
强省目标， 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
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生态旅游等生态
经济的优势，把绿水青山转变成金山银山。

专家学者热议绿色发展

� � � � 6月2日中午，茶陵县 舫乡中心小学，蒋军生老师在为学生释疑。2009年，他争取了“美国
欣欣教育基金会”的16万元援建资金，修建了一栋女生宿舍楼。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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