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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陈水刚

名片
邓 启 刚 ，1984年 出 生 ，苗

族， 泸溪县人， 踏虎凿花传承
人，其作品获得首届湘鄂渝黔4
省边区民族民间工艺美术作品
展览金奖， 作品被多家博物馆
收藏。

故事
幽幽石板路， 两位“唢呐

客” 吹着喜庆的曲子行走在最
前面，4位汉子抬着花轿喜笑颜
开，身后紧跟着送亲队伍，场面
甚是热闹。 这幅挂在泸溪县民
族文化馆、 饱含浓郁民族特色
的踏虎凿花作品《迎亲图》，就
是出自该馆工作人员邓启刚的
妙手。

11月9日下午，邓启刚手握
凿刀，神情专注，一刀一划，小
心翼翼，向前来学艺的师生，手
把手示范， 并用剪刀将搓揉的
纸剪成直角边为1.5厘米和1厘
米长的直角三角形，沿着1.5厘
米的直角边向斜边卷起， 形成
纸钉， 固定凿花稿样表面及底
面。20多分钟后， 一个鲜红的
“囍”字花形凿成了，师生们鼓
掌称好。

踏虎凿花，发源于泸溪县合
水镇踏虎村，历史悠久。“由浦市
赴凤凰的老驿路上，就有这么一
个小村子，名叫塔户……住上约
30户人家。他们数十年如一日，
把生产品分散到各县大乡小镇
上去。” 沈从文在《塔户剪纸花
样》中所写的“生产品”就是凿
花；所说的“塔户”，就是泸溪县
合水镇踏虎村。邓启刚生于踏虎
村一个凿花世家，6岁时，他便跟
随父亲邓兴隆学习凿花技艺。父

亲手把手教他拿刀、整刀、磨刀，
如何撮钉纸， 传授他转弯慢、直
线快等技法。

邓启刚的凿花作品还得益
于绘画天赋的滋养 。1997年 9
月，邓启刚进入初中学习，他把
绘画和踏虎凿花当作业余爱好。
在他看来， 绘画与凿花是相通
的。有时候，遇到父亲接到外商
订购凿花业务， 他就会搭把手。
那时候， 邓启刚凿出的花样，便
能与其父的技艺相媲美。 后来，
他在线条刀法、处理花面题材等
方面都超过了父亲。

邓启刚的作品，既有传统图
案的饱满厚重，又显示出活泼清
新的时代气息。尤其是其人物作
品， 在单纯的剪纸造型元素上，
注重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情感
变化，达到与绘画艺术异曲同工
的审美效果。 比如《八仙采橘》
《五虎图》《八骏图》《娶亲图》《鼓
舞湘西·和谐泸溪》等。

继承、创新踏虎凿花，邓启
刚一边到各地参展，让更多的人
了解“踏虎凿花”，同时还开发出
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挂件、壁
画、服饰等“踏虎凿花”衍生技艺
产品。他希望这些蕴含传统文化
的新创作，能让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喜欢。

他的作品突破了传统题材，
成了壁画装饰和礼品，使这一古
老的传统艺术，焕发出旺盛的生
命力。 他还特别注重技艺的创
新，总结出了“手腕动，刀子动”
和“纸随刀转”“手掌压纸”等新
技法。

为了使踏虎凿花注入新鲜
血液，他摒弃家族“传内不传外、
传男不传女”的传统观念，广收
门徒，传授踏虎凿花技艺。2010
至2017年， 他先后到县内外数
十所学校巡回授课，累计培训学
员2000余人次。

一个简陋的蜡版，一把锋利
凿刀，经过妙手雕琢，短短两个
小时，心中的花朵，便成了一片
五彩斑斓的新世界， 各种花样，
精巧传神。目前，邓启刚家中现
存踏虎凿花原始图样500余件，
他新创作的图样达200余件，成
了广大学徒模仿的样本，也为学
者研究“西南服饰”提供了原始
蓝本。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罗兰 邱夙颖

他是反贪战线的“排头兵”，24年
来，他始终在反贪战线上冲锋陷阵、奋
勇当先， 先后办理了郴州市委原书记
李大伦，湖南省农业厅原厅长程海波，
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陈明宪等
200多件案件。

他是技艺精湛的“开锁匠”，他从
垃圾堆里翻出贪腐大案线索， 给犯罪
嫌疑人“致命一击”；他扮演商人“引蛇
出洞”，一举锁定证据。

他， 就是株洲市检察院反贪污贿
赂局副局长黄建湘。

一个线索立案26件28人

“办案首要做的就是找切口，这全
靠蛛丝马迹， 越是难办的案子越是如
此。 一旦找到就要死死盯住， 不能放
过。”11月15日， 黄建湘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直言道。

2016年11月，株洲市检察院接到举
报，某国有企业在采购生产材料设备过
程中，有供货商向其工作人员行贿。

“当时离年关已经很近，但有案子
就必须及时查，哪怕不过年。”黄建湘
介绍说，该院反贪局马上采取行动，一
次性控制了8个犯罪嫌疑人。

经过前期细致地初查、 外调、取
证，犯罪嫌疑人主体身份、行受贿过程
等渐渐浮出水面。 原来该企业工作人

员在采购生产材料设备过程中， 单独
或共同收受供货商所送贿赂1000多万
元， 导致原本只需10几万元即可购得
的生产材料， 硬生生多出上百倍的成
本，给企业带来严重损失。

“办案子应该这样，查某一个案子
就应该把某个领域或者某个系统查
透， 要把这个领域的贪腐现象肃清。”
黄建湘和同事们没有就此打住， 他们
以其中一个供货商为切入点， 顺藤摸
瓜找到一条生产线上存在的贪腐问
题，最后挖出了一大串。该案也从一个
产品的行贿问题， 扩展到多个产品的
行贿问题。

从去年底至今， 这起损害企业健
康经营发展的行受贿系列案已立案26
件28人，仍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垃圾桶里“翻出”贪腐大案

2013年， 一条举报湖南省卫生厅
原医改办主任兼血液管理办副主任丁
某涉嫌受贿的线索转到株洲市检察
院，领导让黄建湘跟进这个线索。

随着调查的深入开展， 案件信息
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可审讯工作
进展得并不顺利。

黄建湘并不气馁，一边和同事调
整审讯方案，一边从收集的信息里继
续挖掘线索。当看到同事们从丁某车
上的垃圾桶里带回一堆废纸时，黄建
湘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说不定能从
这里面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果不其

然，黄建湘就从这堆废纸当中翻出了
一张毫不起眼的电器发票。“据我们
了解， 他家近两年并没搞过装修，那
这些电器会被送到哪去？” 黄建湘当
即顺藤摸瓜，从开发票的电器行找到
了送货地点，进而查出了丁某隐藏多
年的情妇。

当黄建湘把事实摊在丁某面前，
丁某顿时傻了眼， 自己与情妇秘密交
往十余年，从来没人知道，现在却让办
案人员发现了。 丁某的心理防线被彻
底击溃， 交代了自己利用职务便利谋
取非法利益40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
2014年3月，丁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十一年。

扮演商人“引蛇出洞”

黄建湘面对的犯罪嫌疑人,大部分
拥有高智商、高学历和高职位。到案后,
一声不吭抵抗到底、 百般狡辩矢口否
认都是常有的事。 更有甚者, 绝食、装
病、装傻,甚至随地大小便,在地上打滚
的都有。

“这种时候,就需要与犯罪嫌疑人
比耐心、比勇气、比技巧、比激情。”黄
建湘说,� �“办案就像开锁，每一个成功
的经验、每一个知识点、每一个细节都
有可能成为你打开下一把锁的钥匙。
侦查员就像开锁匠，钥匙越多，打开下
一把锁的可能性就越大。”黄建湘说。

凭借着这种开锁匠的精神， 黄建
湘先后获得“湖南省优秀青年卫士”

“湖南省反贪审讯标兵” 等荣誉称号，
并入选全国检察机关反贪侦查一级人
才库。

2006年，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原院长钟某涉嫌受贿案由株洲市
检察院立案查办， 黄建湘用证据使犯
罪嫌疑人心服口服。

因钟某犯罪手法隐秘， 收受贿赂
从无第三人在场， 致使其心理防线牢
固。为了找到钟某受贿的铁证，黄建湘
和同事决定从南京一个行贿人谢某入
手。他们准备“引蛇出洞”，冒充采购教
学设备的商人，与谢某取得了联系。为
了演好这出戏， 黄建湘四处搜罗教学
设备知识，了解设备型号、参数以及相
同厂家的报价情况。

到了南京，对方说在北京出差，一
周后才回。 黄建湘假装联系了别的厂
家，就要挂掉电话。谢某一听急了，连
忙问他需要什么型号的设备、 多少技
术参数，黄建湘对答如流。这下谢某相
信了，答应马上从北京飞回来。

第二天见到谢某， 黄建湘提出有
些费用不好处理， 谢某摆摆手：“不碍
事，我们按比例返点给你。”此时，黄建
湘才亮出工作证表明身份， 要求谢某
配合工作。

在随后的审讯工作中， 当钟某再
次辩称没有收受回扣时， 黄建湘果断
出示了行贿人谢某的口供录音， 钟某
哑口无言， 终于承认了在教学设备采
购、校园基建等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
先后收受贿赂56万元的犯罪事实。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他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
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

由他发起建立的中国红领巾星
基金， 先后为山区孩子捐资千万余
元。

他，就是“湖南好人”、红领巾星
基金会会长邓宇光。

赚钱体现一个人能力，
而如何花钱体现一个人的
价值

11月9日，宁乡第二届闹秋节在
双江口镇稻花香里农耕文化园举行，
活动中， 邓宇光代表基金会组织了
50万元的爱心捐助， 并把农耕文化
园作为省少工委青少年耕读国学教
育基地，100多名来自城市的孩子在
这里实地体验了一把农耕文化。

把山村孩子带到城市里，带城里
孩子去乡下，这种类似“变形记”的公
益活动，是近几年邓宇光做得最多的
事情。

22年前，尚未大学毕业的邓宇光
通过给一家工厂做包装设计，赚到了
第一桶金。经过20多年打拼奋斗，邓
宇光的公司已是一家颇具实力的民
营企业。为了带动更多企业家参与爱

心助学，2013年，邓宇光发起成立了
中国红领巾星基金会，把公司交给职
业经理人打理，自己一有时间就去筹
集爱心款、参与爱心活动，慈善成了
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做公益，缘于10多年前听到
的一件感人的事情。” 邓宇光告诉记
者， 他小孩外婆家门口有一条河，村
民散住在河两岸，出行靠渡船。一年
春节， 一个解放军排长回家探亲，渡
河时，为抢救落水小孩牺牲了。这件
事深深触动了邓宇光。2005年，邓宇
光筹资600万元，在当地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修建了湘西龙凤大桥。这成为
他从事慈善的起点，并且一发不可收
拾。

2007年湖南冰灾捐款50万元；
2008年汶川大地震捐款100万元；
2013年以来， 红领巾星基金为贫困
山区、受灾地区、扶贫帮困捐款捐物
折合人民币1000多万元， 还在全国
各地建立了多所“红领巾星基金未来
新希望示范”学校。

在邓宇光看来，赚钱，说明了一
人有能力；钱花在哪里，你的价值就
在哪里。从事慈善事业多年来，邓宇
光先后获得优秀青年企业家、优秀志
愿者、爱心慈善大使、2008年北京奥
运火炬手等荣誉称号。今年7月，邓宇
光又被评为“湖南好人”。

“公司有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不怎么赚钱，有人提议砍掉，我当时
就说不能砍， 企业不能只顾着赚钱，
要讲社会责任。”邓宇光语速平缓，态
度却很坚定。2016年，邓宇光的公司
招收了100多名大学毕业生，接收了
1000多名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富余
劳动力，安置了2000多名人员就业。

“经商是我的事业，而慈
善是我的生活”

“经商是我的事业，而慈善是我
的生活。”当记者问邓宇光，在他眼里
慈善究竟是什么？ 他说：“照我的理
解，慈善就是生活。因为我经历过生
活的艰辛， 也就更加懂得生活的意
义，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创造属于大
家的感动与幸福。帮到需要帮助的人
是我的快乐。”

为更加精准帮扶孩子，邓宇光还
兼任了韶山学校和湖南省第一师范
附属小学的课外辅导员，定期去学校
跟孩子沟通、讲课。邓宇光还发动亲
朋好友， 动员尽可能的社会力量，带
动更多的爱心人士。邓宇光还经常组
织员工和城里学生在假期去走访贫
困山村学生家庭。“做慈善的妙处在
于没有竞争，进场者皆为同伴。”邓宇
光如是说。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杨再萍） 永州市公安局今天
透露， 该局冷水滩区分局追逃小组赶赴
陕西省安康市，将诈骗680万元、潜逃3年
的犯罪嫌疑人程某缉拿归案。

2012年，犯罪嫌疑人程某、董某、余某
合伙诈骗邹某的钱财。余某把程某、董某
介绍给邹某，程、董二人谎称有两个工程
项目可做，诱骗邹某将工程保证金与中介
费680万元，打到董某等提供的账户上。然
而不久，程某、董某、余某销声匿迹。2014
年10月，邹某向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区分
局报案。2015年9月、2016年4月，董某、余
某分别被抓获，而程某一直在逃。

今年11月初， 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
区分局刑侦大队获得线索： 程某可能藏
匿在陕西省。 追逃民警先后辗转陕西省
安康、西安、咸阳等地，经过6天7夜蹲守
布控，最终在安康市将程某抓获归案。目
前，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技艺精湛的“开锁匠”
———记株洲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黄建湘

把心中的花“凿”成风景
邓启刚

“帮到需要帮助的人是我的快乐”
———记“湖南好人”、红领巾星基金会会长邓宇光

永州警方抓获
重大诈骗嫌犯

邓启刚 图/傅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