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王
曦 蒋睿）昨天上午，省公安厅在湘
潭举行反恐怖跨区域演练。 省政府
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厅长、省反恐怖
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许显辉出
席观摩并讲话。

演练现场，株洲和长沙市公安局
巡特警支队先后进行了盾牌警棍术和

枪战术表演， 湘潭市公安局进行了反
恐处突综合科目演练。随后，多地公安
共同协作配合，展示了排爆机器人、灭
火机器人、 警用无人机等新装备的战
术运用，将整个演练活动推向高潮。

许显辉要求， 全省公安机关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始终把党的十
九大安保维稳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以绝对忠诚履职尽责。要聚
势聚力保大局， 坚持在大局中谋划、
在大局下行动， 深入开展大排查、大
研判、大管控、大演练，确保全省社会
大局持续稳定。 要勇于担当抓落实，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以过硬作
风决战决胜。 要坚决做到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规范执法、文明执勤，忠诚
履职、敢打必胜，不怕牺牲、不辱使
命，以决战决胜姿态夺取十九大安全
保卫战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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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卓韬

“愧对党和同志们，伤害了爱人
和孩子，40余年奋斗的前程一朝化
为泡影。60岁终了，终了，惨败苟活
余生，后悔晚矣！”近日，谈起自己的
过去，永州市教育局原党组成员、副
局长、 永州电大原党委书记滕永兴
泣不成声。

永州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家人、亲属、同事眼中都十分优秀
的滕永兴， 今年7月7日在临近退休
之时，因为逾越法纪底线、为交往多
年的“铁兄弟”谋取私利，被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放纵欲望是毒药
“我踏错的第一步，是在上世纪

90年代陷入了老板朋友们的声色
犬马，之后在纸醉金迷面前，禁不住
诱惑，贪图享乐，私欲膨胀。”滕永兴
在忏悔书中写道。

早年当过船工的滕永兴， 通过
努力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1980
年，他进入教育战线，在组织的培养
下， 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 上世纪
90年代，滕永兴先后任零陵地区教
委计财科副科长、科长。

但是，追求贪图享受，使他慢慢
在朋友圈中迷失了方向。

刘某是滕永兴认识40多年的
“铁兄弟”。1993年， 滕永兴通过刘
某，又结识了另一位“兄弟”黄某。三
人经常一起吃饭、打牌，结成业余生
活“铁三角”。因滕永兴在家排行第
五，刘某、黄某都称呼滕为“老五”。

从与“铁兄弟”追求低级趣味开

始，滕永兴把灵魂卖给“哥们”，在敛
财的路上，肆意践踏纪律和法律。

“自己一步步走上今天违纪、违
法的结局， 首先不是金钱利益的诱
惑，而是色情陷阱的驱使，使自己授
人以柄而不能自拔， 甘心为朋友义
气办事卖力而不讲原则纪律。”回想
这些，滕永兴悔恨不已。

2002年任副局长，滕永兴收到
下属单位送的第一份红包礼金时，
心中沾沾自喜。

那个时候的他， 认为逢年过节
礼金来往是官场“潜规则”，且难被
发现，担任领导后有人送礼金，代表
自己有权力、受尊敬，心中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但放纵欲望就像毒药， 堤坝一
旦在心中打开， 便一步一步逾越了
法纪的底线。

2002年到2005年，滕永兴刚上
任，管的科室少，每年收受下属单位
送的红包礼金不多。2006年到2010
年，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兴起，滕永
兴每年收受红包礼金开始多了起
来。丧失对法纪敬畏的滕永兴，在党
的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据调
查人员认定查实， 滕永兴收受的礼
金共计11.7万元。

结成“圈子”谋私利
“老五，有什么好的项目，我们

一起做。”一天，“铁兄弟”黄某与滕
永兴打牌时说。

2009年，滕永兴开始分管市教
育局的计划财务工作， 正赶上全省
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各类学校提
质扩容等建设时期。

“等有机会再说吧。”暗自高兴的
滕永兴开始寻找机会。

2011年，永州市某中学田径项目
启动，刘某找到滕永兴请托。为帮助

“铁兄弟”发财，滕永兴借机到该中学
考察，对时任校长讲“有一个朋友想
参与工程”，校长爽快答应。

2011年10月，滕永兴到刘某家喝
茶，刘某表示：“田径项目全靠你的帮
忙和关照，准备了10万元给你。”滕永
兴有所担心， 刘某赶紧说：“放心，多
年的兄弟，这笔钱会通过银行账户给
你处理好，不会有事。”

2012年年初， 滕永兴找到另一位
“铁兄弟”黄某，告诉他回龙圩管理区要
建一所中小学合格学校，愿意帮助他获
得学校项目的承包经营权。随后，滕永
兴利用职务便利，向回龙圩管理区教育
局局长曾某打招呼，为黄某获得承包经
营权谋取利益。黄某通过挂靠三家有资
质的公司，顺利中标后转让获利。

为感谢滕永兴，黄某凑足20万元
现金约好路边见面。心知肚明的滕永
兴稍作推辞后将钱带回家中。

2017年，因接到群众举报，永州
市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对滕永兴进
行初核和立案调查。在强大的政治攻
势下，“铁兄弟”黄某、刘某分别交代
了滕永兴为他们承揽教育领域的工
程项目提供帮助、谋取利益，并收受
所送贿赂100万元的事实。

“再多的悔恨已无济于事，都归咎
于自己亲手毁了这一切。”事业成功、家
庭美满的滕永兴，就这样丢掉了理想信
仰，在所谓“铁兄弟”的引诱下，与黄某、
刘某结成“利益圈子”，最终走上违纪违
法道路，“终了”在贪欲之上。

临近退休的市教育局原副局长，“终了”在贪欲之上———

被欲望腐蚀的“朋友圈”
从严治党在路上

我省公安举行反恐怖跨区域演练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恒

【名片】
湖南有一支年轻的航空知识宣

讲团，由南方航空湖南分公司的飞行
员、乘务员、机务工程师等20余人组
成。组团成立6年来，他们走进山区、
敬老院、中小学、社区，免费宣讲上百
堂航空知识课，为公众讲解乘机事项
和安全知识，传播航空飞行梦想。

【故事】
“飞机能飞多高？为什么乘飞机

时要系好安全带？”9月4日，长沙市
雨花区枫树山中航城小学的开学典
礼上迎来了关于航空梦想的开学第
一课。

讲课的“老师”中有飞行员、机
务工程师、安全员、空姐空少，他们
青春朝气的形象， 生动有趣的讲课
内容吸引了现场1600余名小学生。

这群特殊的“老师”来自南方
航空湖南分公司。 早在2011年，他
们就自发成立了航空知识宣讲团，
先后走进山区、敬老院、中小学、社
区， 免费宣讲了上百堂航空知识
课。

“在湖南，还有很多人对航空
知识，对飞行员、乘务员等职业不
熟悉或不理解，我们希望尽自己的
力量传播飞行文化与梦想。” 航空
知识宣讲团的主要发起人胡斌，回
忆起当年与飞行员这个职业结缘，
感慨不已。

胡斌在长沙县春华镇农村长
大， 小时候每每看着飞机在头顶呼
啸而过， 他总希望自己有一天能翱
翔天空。 可直到离高考仅剩3个月
时， 已经就读文科班的胡斌才得知
招飞只收理科生。

胡斌做出了令人惊讶的决定：
转读理科！接下来的3个月，他拼了
命地加倍学习， 理科班的师生也被
他的“霸蛮”劲感动，为他加油鼓励，
主动帮他复习。

梦想还是要有的，而且真的实
现了。胡斌最终考上大学，圆了飞
行梦。

这次经历让胡斌深受启发：山区、
贫困地区的孩子获取知识信息的渠
道依然有限，他们要实现梦想，需要更
多社会关注和鼓励。

在胡斌和几名飞行员小伙伴的
共同倡议下，他们组建了航空知识宣
讲团。 如今， 这个志愿者队伍逐渐扩
大，加入了维修师、乘务员、安全员、地
服人员等20多人，全都是80、90后。他
们的航空讲堂还“飞”到了福利院、社
区，将公益与航空宣讲结合。

宣讲团中的“知心姐姐”———乘务
员张媛杰，常到长沙市康乃馨老年呵
护中心看望老人。

有一位70多岁的娭毑，由于身体
原因，无法乘坐飞机。为圆老人梦想，
张媛杰和小伙伴们集思广益，在敬老
院模拟“建造”了一个飞机客舱，让所
有老人可全程模拟体验从登机到航
班起飞， 再到目的地全过程。“飞行”
中，宣讲团的志愿者们还为老人们提
供飞行服务。

“太谢谢你们了，我永远都会记得
你们。”“飞行”结束，老人们像孩子般
兴奋，拉着志愿者的手，不愿放开。

“其实，我也很想说句谢谢。” 张
媛杰说：“谢谢老人让我们触摸善良，
谢谢孩子让我们种下梦想，谢谢更多
聆听我们的人让我们看到阳光。就为
这些，我们也要把航空讲堂一直办下
去！”

航空讲堂“飞”到身旁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万生

� � � � 【名片】
周秋华，1984年7月出生， 永州

人， 现在是我省小有名气的拓片技
师，经常承担省内外考古、文物保护
的拓片任务。他通过拓片碑刻、石刻、
图刻等，竭尽全力还原先辈们留在石
头等上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真容”。

� � � � 【故事】
9月4日，新田县秀峰岭上残存

的石刻前，周秋华连续4个多小时趴
在布满荆棘的石头丛中， 小心翼翼
拓着每一个文字和图案。 周秋华对
记者说：“每一次，我都是带着崇敬，
甚至是顶礼膜拜的心情投入工作。”

周秋华接触拓片很偶然。17岁

那年， 周秋华跟随家人到河南开封
走亲戚。在开封闹市区，周秋华看见
一位60多岁的老人正在石刻上拓
片。周秋华很感兴趣，蹲在旁边看了
半天。老人一回头，发现身后有一个
年轻人，禁不住问他：“小伙子，你对
这个感兴趣吗？” 周秋华想都没想，
答道：“喜欢， 还不是一般的喜欢。”
老人笑了，说：“我看你对拓片有缘，
就教教你。”周秋华专心听讲，不知
不觉天快黑了。临走前，老人送给周
秋华一幅拓片作品作为纪念， 还把
自己的电话告诉了周秋华。

回到家， 周秋华立即用布和沙
子做了一个拓片用的拓包。之后，拿
几张白纸和墨水， 迫不及待地来到
门前水井旁的石碑前，“依样画葫
芦”：先用清水洗干净石碑，再粘上
白纸，晒干后慢慢拓。然而，白纸烂
得一塌糊涂，一晃几个小时过去，一
个完整的字也没拓出来。

周秋华连忙给远在开封的老
师傅打电话，原来，拓片要用专业
的拓片纸，用的药水是白芨，还要
有专业的工具， 拓片时的手感也
特别重要，还有很多注意事项。周
秋华这才明白“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

接下来的几年里， 周秋华一边
打工，一边四处学习拓片技艺，还借
债练手。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就因为
他痴迷拓片，只见付出，却看不到一
分钱收入，而与他分手。幸运的是，

周秋华结识的省里几位文物专家，被
他的执著所感动， 悉心指导他拓片技
艺。并告诉他，拓片不仅是一门技艺，
更要有对文化和艺术发自内心的认知
和感悟。

为此， 周秋华经常在图书馆一呆
一整天，恶补文言文和艺术鉴赏知识。
“他走到哪里都带着古诗词书籍，一有
空就忘乎所以地大声朗读， 曾经还有
人以为他是神经病呢。”周秋华的父母
说。

2008年，周秋华在朋友介绍下为
一个文物管理部门拓片， 这是他接到
的第一个单。 为了通过拓片还原原作
品的“灵魂”，周秋华没有盲目动手，而
是事前查阅了大量资料， 多次上山观
摩石刻的每一根线条、每一处笔锋，体
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终于，做出来
的拓片不但清晰， 更恰到好处地表现
了作者创作的意境，大受好评，他也得
到3000元报酬。

从此，周秋华远赴广东、河南、陕
西、山东等地，为文物管理部门等制作
拓片资料。 尽管他开始在拓片行业崭
露头角，工作量也多了起来，但他始终
恪守职业操守，静心定气，力争让每一
幅拓片作品都成为精品。

今年8月， 周秋华在山东曲阜拓片
摩崖石刻，邀请方已经对他的拓片作品
表示满意了。 但他总觉得还欠缺些什
么。于是，周秋华又顶着烈日，自费上山
工作了两天，终于拿出了表现力更强的
拓片作品，并免费赠送给邀请方。

周秋华：对话远去的时光

周秋华 图/张杨

胡斌 图/张杨

火红辣椒
助脱贫
9月10日， 溆浦县油洋

乡大址坊村调口胃辣椒种植
专业合作社， 满院晾晒的红
辣椒映衬着丰收的喜悦。该
合作社总投资550万元，采
取“公司+基地+农户”的订
单种植模式，确保贫困户“种
有所保、销有所路”。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张微渺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