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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陈尊浩

6月29日至7月2日，辰溪县遭受
特大洪灾袭击。 当地道德模范闻
“洪”而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道
德光芒在洪峰浪尖闪耀。

购买小舟转移被困群众
“兄弟，用你的船载我出去，给

你报酬！ ”7月1日9时20分许，钟世
兰划着刚花1500元买来的小舟，在
辰溪县城食品街搜寻被困群众时，
一个中年男子大声呼救。

今年45岁的钟世兰在2008年
去四川汶川救灾， 回乡后创立辰溪
县义工组织，捐资助学、扶危济困，
2012年被评为辰溪县首届道德模
范。

这天， 沅水辰溪县城段水位超
过126米，县城大部分被淹，食品街

水深超过3米。上午9时许，水已到县
城最繁华的东风路建行门口。 钟世
兰准备去救人， 苦于没有工具。 这
时，恰好有人出卖小舟，他马上掏钱
买了一艘。

将中年男子载到建行门口，钟
世兰谢绝了他给的500元“报酬”，又
划着小舟四处搜寻被困群众。当天，
他共营救被困群众12人。

洪水退后，7月4日，钟世兰又拿
出1万元，购买了面条、食油、大米等
物资，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转移他人车辆，
自己损失200余万元
“喂，是张总吗？ 微信圈转发的

你们公司免费为受灾车辆拖运的消
息是不是真的？如果属实，请马上派
拖车来二中门口， 我的车快要被水
淹了。 ”6月30日上午9时开始，辰溪
龙翔汽贸公司董事长张光明的电话

响个不停，许多车主打来求救电话。
张光明放下电话， 立即安排救援车
前往施救。

张光明经营以诚信为本， 在业
界形成了良好口碑，2014年被评为
辰溪县诚实守信道德模范。

这次遭洪灾，看到一些汽车泡在
水里，张光明觉得可惜，通过悬挂横
幅和发微信，发布免费为受灾汽车施
救的信息。 在一波波电话中，他有序
调度3台救援车，与洪水赛跑，从洪魔
“口中”拖出23辆汽车，分文未收。

“不好，洪水就要浸上来了，张
总，快转移车辆吧。”7月1日凌晨3时
许， 忙累一天的张光明坐在椅子上
打瞌睡，被值守经理熊圣军推醒，洪
水离公司大门只有1米了，且在继续
上涨。

“先转移设备，反正待修的车有
保险，水浸了保险公司赔偿！ ”有员
工提出。“怎么能这样做？ 先转移待

修的车！ ”张光明发了火，组织员工
先转移待修车辆，再转移公司财物。

35辆待修车被转移到了安全地
带，而张光明自己却有3辆车以及四
轮定位仪等设备20多台（套）被淹，
直接经济损失达200余万元。

组团慰问受灾群众
7月10日上午，一支载着救援物

资的车队从辰溪县城出发， 驾向潭
湾镇麻田村。 钟世兰、刘小毛、张贤
祥、谢华芝、唐琪、瞿爱华等7位道德
模范与县义工协会部分义工， 随车
前去慰问受灾群众。

这批物资是由辰溪县17位道德
模范捐赠的。在这次洪灾中，麻田村
受灾严重。7月8日，钟世兰向道德模
范发出募捐倡议，得到积极响应。

辰溪县孝老爱亲道德模范瞿爱
华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目前尚欠
债3万元，依然捐了200元。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胡征宇 伍致健

名片
� � � �周康， 永州人， 1992年4月出生，
家中独子。 2011年， 周康从部队退役
后， 成为永州市民兵应急分队队员。
今年 6月 ， 周康通过国家公务员考
试 ， 即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 并办
理完民兵应急分队离队手续。 但6月
30日， 周康得知应急分队紧急集合，
参加抗洪抢险 ， 他立即赶往集合地
点， 主动入队， 救起30多人。

� � � �故事
7月14日， 周康来到永州市军分

区， 在军旗前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并正式向昔日民兵应急分队的战友
们道别。 记者看到， 周康的脸颊早
已经被泪水打湿。 他说： “虽然我
已经脱下军装， 但我仍然是一个兵。
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我会冲在
最前面！”

6月30日， 周康在家等待新单位
的工作分配。 这天， 周康的妈妈特
意做了几个好菜， 邀请亲朋好友来
家里小聚， 庆祝周康考上了公务员。
而这时， 周康在微信朋友圈看到，
民兵应急分队的战友们正紧急赶往
集合地点。 原来， 历史罕见的特大
洪水正在向永州大地袭来。

“我只觉得自己是一名退伍兵、
民兵应急分队队员， 参加抗洪抢险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周康对记者

说。 他对妈妈说外出办点事， 迅速
赶往集合地点。 看到周康到来， 民
兵应急分队负责人也感到奇怪。 周
康却熟练地换上民兵应急分队服装，
做好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吃饭的时候， 周康的家人左找
右找， 没看到周康， 这才得知他已
经赶去参加抗洪抢险了， 并马上打
电话要他回家： “你已经办理了离
队手续， 洪水又没长眼睛， 你去冒
险干嘛？” 见说不动周康， 周康的父
母还打电话给民兵应急分队负责人，
要他们把周康劝回来。 周康见状，
诚恳地说： “我的战友都出动了，
作为退伍兵， 我在家里待不住。 就
让我参加吧！” 他硬是留了下来。

7月1日16时30分， 永州市东安
县水岭乡燕桂村1名老人被洪水困在
家中， 请求救援。 周康等赶到燕桂
村时， 进村的桥梁已经被洪水淹没，
形成一处100多米宽的湍急水面。 而
且， 洪水还在上涨。 受困老人家的
二楼已经进水， 情况危急！

经过勘查， 现场救援指挥部决
定先派人携带安全绳进入村庄， 在
湍急的水面上拉起两根安全绳， 构
建一条安全通道， 再把老人解救出
来。

现场指挥员一声命下， 周康身
上系着一根安全绳， 肩上再扛起两
根安全绳， 跨入水中。 越往前走，
水越来越深， 浪更大更急。 这时，
一个激流扑面而来， 一下子把周康
冲出去好几米远。 周康凭借良好的
身体素质， 顺势沉入水底， 等站稳
脚跟后， 再浮出水面， 奋力游向村
庄。 一上岸， 他迅速拉起两根安全
绳。

见到受困老人， 周康立即解下
系在自己身上的安全绳， 转系在老
人身上， 并让老人紧紧抓住刚才在
水面上拉起的安全绳， 自己则背着
老人， 艰难地向对岸走去， 成功营
救了受困老人。

随后， 东安县紫溪市镇五一村
告急！ 周康等迅速转战五一村。 2日
凌晨3时30分， 五一村的被困群众大
部分已经安全转移， 而村里1名90多
岁的老人和他身体残疾的儿子还被
洪水围困在家中。 周康与战友李宙、
唐翼闻讯， 立即涉水赶到他家， 3人
将他们背了100多米， 送上村口的冲
锋舟， 帮助他们脱离了危险。

石门严格监督公共资源交易

纪委紧急叫停
不合规交易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通讯员 曾光耀
侯绍慧 记者 张斌)“这个工程预算不合
规，分标段预算内容不符合实际……暂停
招标!” 记者今天从石门县纪委获悉，原
定于7月10日16时开始的雁池乡竹儿垭
村公路招标， 被乡纪委紧急叫停2个半
小时。 这是石门县严格监督公共资源交
易的一个场景。

当天18时30分，重新完成工程分标
段预算后，招标重新开始。 19时56分，招
标完成。 乡纪委要求业主单位必须按
《雁池乡重大财务事项交易制度》进行公
示， 且不得少于7天， 公示期满无异议
后，发中标通知书，由乡司法所监督和指
导交易双方签订工程施工合同。

近年来，为了加强对“雁过拔毛”式腐
败的预防和治理，石门县着力强化村级财
务管理，坚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在村账乡管的基础上，雁池乡先后出台了
《村级重大财务事项公开交易制度》 等制
度，对村级项目立项、实施、验收的全过程
开展监督，使村务监督由财务监督向综合
性监督拓展， 仅今年就完成工程招标28
项，交易金额1364.64万元，节约资金25万
元，群众满意度较高。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王
曦）7月14日， 省公安厅在湘潭市公
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一起由
湘潭市公安局联合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侦破的跨省制造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商品案件。 记者从会上获悉，
该案中，警方共抓获涉案人员19人，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7人， 缴获
涉案假酒30余个品种共15000余
瓶，涉案金额初步估价500余万元。

2016年10月， 湘潭市公安局接
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在市
场管理中发现有人销售假冒某知名

品牌酒， 警方立即展开前期调查，并
先后在该市雨湖区多家饭店和自选
超市等多处销售网点查扣到疑似该
品牌假酒，鉴定发现，上述查扣物品
均系假冒伪劣产品，警方立即成立专
案组展开侦查。

为尽快破案，专案民警反复对
主要涉案人员的重要关系链进行
梳理、分析，不分昼夜摸排线索，经
过调查取证，一个跨越湘潭、成都、
长沙三地的制造、运输、销售、储存
假酒的网络逐渐浮出水面，相关人
员的活动轨迹、 落脚点和加工、仓

储场地也尽在掌握，专案组决定开
展收网行动。

2017年3月29日晚， 警方迅速
出动，同时在湘潭、成都两地开展
抓捕，成功捣毁销售假酒窝点6个，
抓获涉案人员9人， 扣押假冒注册
商标的假酒14700余瓶， 涉案金额
200余万元。 4月23日，专案组再次
出动，又在长沙抓获犯罪嫌疑人10
人，查封假酒仓库6个，扣押假冒多
种知名注册商标的假酒900余瓶，
涉案金额约300余万元。至此，这起
制假售假案件落下帷幕。

“脱下军装，我仍是兵”
闻“洪”而动 光芒闪耀

———辰溪县道德模范抗洪救灾记

湘潭公安破获特大制假售假案
缴获假酒15000余瓶， 案值逾500余万元

酷暑送清凉
7月17日上午， 长沙

市湘府中路， 志愿者给环
卫人员送上西瓜。 当天，
中铁大桥局湘府路快速化
改造Ⅰ标项目部组织志愿
者开展“酷暑送清凉” 活
动， 为坚守在烈日下的交
警、 环卫工人和施工人员
送上西瓜及防暑物资。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周康 图/李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