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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李凌云 刘雄文

1月22日，司法部评选的“守望初心———新
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在央视揭晓，来自我省
新开铺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民警邓林，从全国
司法行政系统9类551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
得“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之戒毒警察”的荣
誉称号，并受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
书记郭声琨亲切会见。

邓林2006年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
院，2年后成为一名戒毒民警。2010年，在北京
陪同戒毒人员的患病孩子救治过程中，因无暇
照顾，邓林失去了自己年仅一岁的孩子，成为
了他愧对家人一生的痛，而这样的打击让邓林
依旧坚守在戒毒一线，他说，那是戒毒人员最
需要的地方。

扛起最艰难的任务

2015年，新开铺强制隔离戒毒所考虑到戒
毒人员中精神障碍人员增加，危害到场所的安
全， 决定对精神障碍戒毒人员施行集中管理。
这是最压头的任务，因为了解戒毒工作的民警
都知道，吸毒人员如果还患着精神病、肺结核、
艾滋病的，是最难管理，最难治疗的。但借助着
多年的医治经验，邓林和所医院的同事们主动
承担了精神障碍戒毒人员的管理和治疗工作。

2015年6月，一名戒毒人员上腹部疼痛、冷
汗直冒、手脚发软，陪同民警十分着急。正吃晚
饭的邓林听到呼叫后， 立马放下碗筷飞奔而
来，背起戒毒人员直奔抢救室。经过对症治疗

后及时转诊， 诊断为急性胃出血， 幸好处置及
时，要是再晚10分钟，这名戒毒人员将性命难保。

2016年8月，医院住进一位躁狂的精神障碍
戒毒人员冯某，在管理民警给他喂药时，冯某怀
疑药物是毒药，突然狂性大发，用拳头攻击管理
民警和陪护人员。邓林不顾危险，冲入病房，双臂
紧紧抱住冯某， 没想到被冯某一口死死咬住，在
另外一名民警制服下，冯某才松口，邓林手臂上
留下了一块大伤疤。

在邓林的管理下，全所没出现一例戒毒人
员医疗事故，他也先后挽救300多名戒毒人员，
救治艾滋病人员及精神障碍戒毒人员120余
人。他以勇气和担当，扛起了一名戒毒警察的
使命。

关怀是最好的救治

吸毒人员有心魔，仅靠医药、物理等治疗，
效果不是很明显。从事戒毒医疗工作多年的邓
林认为，以心换心，关怀是最好的救治方式。

戒毒人员胡某， 多次吸毒又多次戒毒。
2016年进入新开铺强制隔离戒毒所后精神沮
丧、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贫困的母亲和患精神
疾病的妹妹和他断绝了联系，身边的所有人都
不愿意与他交往。 为帮助胡某重树戒毒信心，
邓林多次找他谈话、给他检查并治疗。为了做
通家人思想工作，邓林5次联系胡某的母亲，并
联系到精神科医生，将胡某的妹妹安排到精神
病医院治疗。2017年11月胡某回归社会后，邓
林又联系一家货运单位，为胡某在长沙找到了
一份工作。

戒毒人员陈某， 在查出感染艾滋病后，情

绪反常，抗拒管理，扬言要报复社会，叫嚣：“谁
敢动我，我就咬谁！”面对这样一名极危险的戒
毒人员， 邓林冒着被感染危险找他谈话聊天，
用真诚和信任打开了他的“心结”。陈某得到了
及时治疗，解除强制后还享受到政府的关怀救
助政策，如今，陈某与毒品决断，表现良好。

把戒毒人员当朋友，积极倡导戒毒医疗服
务理念，邓林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戒毒人员的
尊重和信任。10名戒毒人员在邓林帮助下成功
实现就业创业，回归人生的正确道路。

铁人亦有难言的愧疚

2017年3月， 新开铺戒毒所进入戒毒人
员收治高峰。戒毒人员就诊、体检人数大幅
增加，医院任务十分繁重。作为医院院长的
邓林身先士卒，加班加点，超负荷的工作中，
邓林的肾结石发作并出现严重的尿血病情，
可是他忍着钻心的疼痛， 白天依旧工作，晚
上悄悄到所外的医院输液，用常人无法想象
的毅力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最大批量的收
容任务。工作完毕，邓林也倒下了，动完手术
的他躺在病床上笑着迎接同事们的看望，如
同“铁人”一般。

邓林的父母都在湘潭，2017年10月，母
亲因为中风住进了重症病房并下了病危通
知书，父亲也因帕金森病加重住院。周围同
事都劝他休假回家照顾父母亲，但考虑到收
治量大、医务人员少，他隐瞒了自己的实际
情况，请亲戚在医院照顾病重的父母，晚上
有空就匆匆忙忙赶到湘潭看看爸妈，白天又
赶回长沙上班。

�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通讯员 任彬彬
记者 胡宇芬）记者今天从省科技厅获悉，
在省政府对2017年度深化“放管服”改革
等工作真抓实干、 取得明显成效的市州、
县市区和园区予以通报表扬后，该厅将对
其中落实创新引领战略等政策措施成效
明显的市州给予政策、项目和资金方面的
激励。

长沙市、株洲市、怀化市推进自主创
新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构建完善创新发
展支撑体系等工作成效明显。 省科技厅
2018年将优先支持上述3个市行政区域
内1家符合条件且发展基础好的省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申报国家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或优先支持其行政区域内1家
符合条件且发展基础好的产业园区转型
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或优先支持
其行政区域内1个符合条件的重大科技项
目立项为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安排经费
1000万元；或优先支持其行政区域内1家
符合条件的单位建设省重点实验室或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安排经费200万元。

长沙市、衡阳市、常德市改善地方科
研基础条件、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促进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落实科技改革与发
展重大政策成效好。2018年，省科技厅在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和省技
术创新引导专项的因素分配法资金分配
中对上述市予以增加1个权重数； 或优先
支持其行政区域内1个符合条件且发展基
础好的县市区建设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示范县， 分3年滚动安排经费1000万
元； 或优先支持其行政区域内1家符合条
件的单位培育建设省众创空间或星创天
地，安排经费100万元。

湘潭市、郴州市年度全社会研发经费
投入目标完成率较高。2018年，省科技厅
将对湘潭市和郴州市择优给予1项省级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支持，经费不低于
200万元；或在省技术创新引导专项的因
素分配法资金分配中予以增加1个权重
数； 或优先支持其行政区域内1家符合条
件的单位建设省创新团队或平台，经费不
低于200万元。

�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龙文泱）今
天，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澧县孙家
岗遗址2017年度发掘田野工作情况。此
次发掘在遗址墓葬区揭露了新石器时代
墓葬98座。墓葬中，玉器、带领广肩罐的大
量出现,浅腹圈足盘与各式精致磨光黑陶
杯以及鬶的普遍出现表明，孙家岗遗址已
经进入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这是湖南可确
认的首个后石家河文化遗址。

孙家岗遗址2017年度发掘田野工作
于今年1月24日结束，历时101天。据孙家
岗遗址考古队领队赵亚锋介绍，到目前遗
址内共发现138座墓葬。此次，考古队对遗
址东部环壕进行了解剖，确认了孙家岗遗
址墓地位于遗址东部、环壕之外，独立于
居址区存在。在此之前，洞庭湖地区新石
器时代遗址的墓地皆位于环壕或护城河
之内，未和居址生活区完全分离。

墓地墓葬的分布有很强的规律性。
138座新石器时代墓葬， 除1座瓮棺葬外，
其余皆为西南—东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
坑墓，有很强的一致性。多座土坑墓排布

成列，墓列又一起构成墓群。“整个墓地墓
葬的分布至少可以分为4级， 即单体墓
葬—墓列—墓群—墓地整体。” 赵亚锋据
此判断， 当时的聚落对墓地有整体规划，
反映了聚落内部的社群组织结构。

此次最重要的收获是发掘出土了53
件玉器。值得注意的是，在墓地北部揭示
了东、西两个墓群，西墓群发现了大量玉
器，东墓群连玉器残粒也没有，反映出墓
群间的贫富分化。

赵亚锋介绍，新石器时代末期，东亚
大陆原始氏族社会走向解体，国家文明出
现。在我国中原地区，夏王朝诞生，其文化
强势向周围辐射。洞庭湖地区的本土史前
文明进程阻断，逐渐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和同化，开始了华夏化进程。但此前，我省
在这段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一直不清
晰。 孙家岗遗址主体年代在公元前2150
年至公元前1800年之间， 正处于这一重
要时段。它的发掘，为我们了解当时洞庭
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社会结构提
供了钥匙。

�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陈薇）昨天，由湖
南省报告文学学会选编、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2017湖南报告文学年选》在长沙首发。

编辑出版年选，是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为繁
荣发展文学事业设立的一项重点工程，旨在集中
展示作家创作成果，促进文学精品创作，为广大
读者和文学评论工作者研究湖南报告文学和报
告文学作家作品提供系统、翔实的资料。据介绍，

《2017湖南报告文学年选》 集中梳理和归纳了
2017年度湖南报告文学作家创作成果。该年选的
作品从全国数十种文学期刊和公开出版的湖南
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中几经遴选， 收录了余艳、
纪红建、刘晓平、甘建华、张雄文、胡勇平、韩生
学、彭晓玲、王丽君、何宇红、高汉武等作家的作
品，共计20余万字。所选作品选题集中在红色历
史、社会热点、民生、军事科技等题材领域。

�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梁
琼华 康衡）记者昨天从
省台办获悉， 石门县无
患子种植基地近日入选
“中华亲情林” 建设工
程。

“中华亲情林”建设
工程是中共中央台湾工
作办公室、 国务院台湾
事务办公室指导和批
准，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
执行委员会主办并实施
的重大项目。 旨在把中
华亲情文化贯注到扶贫
工作领域， 主要内容是
引导海内外华人在大陆
认养有吉祥文化内涵的
长寿林木。 两岸民众以
亲情文化作为精神动
力，持续养护长寿林木，
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

代生态文明建设和扶贫工作相融合的发
展新模式。

此次全国有120多个市县的政府和
企业申报“中华亲情林”建设基地，其中
仅有贵州省独山县和湖南省石门县两个
贫困县的无患子林木基地成功入选。

无患子树耐干旱、耐盐碱，适宜贫瘠
土地生长， 是优良的工业原料林和造林
绿化树种， 综合价值较高， 因此被选为
“中华亲情林”建设工程的长寿树之一。

湖南省无患子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2014年入驻石门，已在石门发展无患子种
植基地2.2万亩， 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
形式，引导农户以土地、劳力等形式入股，
既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又促进了农民
增收致富，逐渐成长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产
业之一。 入选“中华亲情林”后，有关公益
基金将公益购买基地树苗及衍生产品。

坚守在戒毒人员最需要的地方
———记司法部“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获得者邓林

落实创新引领战略成效显著地区获多项支持

政策、项目、资金，统统奖给你

澧县孙家岗遗址再揭露98座新石器时代墓葬

填补湖南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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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月6日，长沙市天心区九峰苑社区，居民在表演舞蹈。 当天，该社区开展“我们的春节”之两型新风
同乐会主题活动，“创意年味”作品制作、剪窗花、两型知识抢答和文艺演出等，促进了居民之间的感情交
流，营造出平安、和谐、幸福社区的良好氛围。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居民同乐
社区欢

�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康
衡） 今天上午，2018年在湘媒体代表对台宣传座
谈会在长沙召开，来自中央、省、市24家主要新闻
媒体40多名媒体人参会，探讨如何讲好新时代湘
台故事。

2017年，我省坚持“主旋律”与“正能量”相结
合，对台宣传工作亮点纷呈。座谈会上，中新社湖
南分社、湖南日报社、湖南广播电视台等5家新闻

单位结合自身宣传优势，就做好新形势下涉台新
闻宣传报道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意见。众多一线记
者也在会上分享了他们多年来从事涉台新闻报
道的体会、感受和故事。

省委台办主任肖祥清向媒体通报了2017
年湖南对台工作的基本情况，介绍了当前的两
岸关系形势和最近召开的中央对台工作会议
精神。

�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顾湘民）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公安厅
了解到，1月中旬以来，全省各级公安机关
加大民警执法权益保护力度， 接连办理5
起侵害民警执法权益案件，打击处理违法
犯罪嫌疑人9名，其中刑事拘留7名、行政
拘留2名， 有力维护了国家法律尊严和警
察执法权威。

1月18日晚，邵阳市公安局开展“冬春
攻势”信息化合成实战行动。双清区交警
大队依法将涉嫌酒驾的肖某军带回大队
执法办案区后，肖某军父亲肖某成、姐姐
肖某平不听从民警劝阻，强行闯入执法办
案区，抓挠、殴打执法民警，致执法民警面
部、头部多处受伤，肖某平还将执法民警

的制服、反光背心扯坏。案件发生后，邵阳
市公安局进行立案查处，并启动民警维权
机制。目前，肖某军、肖某成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肖某平被依法行政拘留7日。

1月20日晚， 桃源县漆河镇严某与朋
友在县城酒后拦住一辆已经载客的出租
车，并强行坐上副驾驶。司机说明车上已
有乘客且不顺路后，严某将车上计价器砸
坏，司机随即报警。漳江镇派出所民警接
警后迅速赶到现场，严某不仅不肯赔偿损
失，还出口辱骂警察，并砸坏警车，踢打处
警民警，后被民警当场制服。桃源县公安
局警务督察大队立即介入调查。1月21日，
桃源县公安局对严某作出行政拘留7日的
处罚决定。

�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曹颖）今天，邵阳市人民政府原副
市长、宝庆工业集中区原党工委书记陈优
秀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在郴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郴州市人民检察院
派员出庭支持公诉，陈优秀及其辩护人到
庭参加诉讼。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2003年至2016
年，被告人陈优秀利用其先后担任邵阳
市新宁县人民政府县长、中共新宁县委
书记、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宝
庆工业集中区党工委书记的职务便利，
为多名个人或单位在工程项目承揽、建
设、土地出让金返还、工程款拨付等事

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其妻、子（均
另案处理）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783万余元。 在担任邵阳市新宁县人民
政府县长、 中共新宁县委书记期间，徇
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

庭审中， 控辩双方对相关证据举证、
质证，就本案有关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
充分发表了意见，被告人陈优秀作了最后
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
被告人陈优秀的亲属以及各界群众50余
人旁听了案件审理。 本案因案情重大、复
杂，将择期宣判。

�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李曼斯 袁小庆）今天，
宁乡市人才服务中心、 宁乡人才驿站正式成立。
二者将与宁乡市招商服务中心、 创新服务中心、
企业服务中心联动，创新服务产业、企业和人才
发展，为人才落地生根、发挥作用提供最优环境、
最好服务。

宁乡市人才服务中心旨在统筹全市人才工
作职能、政策、资金、力量，实现“一个窗口”对外、
“一张清单”招才、“一个标准”服务，吸引更多优
秀人才来宁乡干事创业。中心采取“虚拟机构、实

体运行”的方式，主要负责人才规划编制、政策制
定落实，人才招引、培训、评价，并提供相关服务，
组织各类活动。

宁乡人才驿站作为常设的人才交流场所，每
月将定期组织市内相关行业、企业开展人才招聘
等活动，实现人才供需流动经常化、专业化、便捷
化。 驿站由招聘大厅、商务洽谈吧、展示厅、贵宾
接待室、办公区组成，整个驿站布局科学、功能齐
全、设施一流，是目前全省人才招聘最先进的场
所之一。

讲好新时代湘台故事
2018年在湘媒体代表对台宣传座谈会召开

宁乡成立人才服务中心与人才驿站

殴打执法民警，9人被拘留
我省依法办理5起侵害民警执法权益案件

陈优秀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案
公开庭审

�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陈薇 通讯
员 邹文）今天，省文联九届九次全委会暨
全省文联系统深化改革推进会在长沙召
开。省文联负责人作了题为《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奋力开启湖南文
艺繁荣兴盛新征程》的工作报告。

据悉， 历经49次修改、 调整和完善，
《湖南省文联深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于2017年11月29日由省委办公
厅正式印发。在《方案》中，省文联直面机
制体制上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文联工
作如何向基层一线倾斜”“文联组织如何
团结引导网络文艺家”“文联改革如何发
挥协会的主体载体导体作用”等问题推出

了积极有力的措施。中国文联对该《方案》
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体现湖南省文艺事
业和文联工作实际，框架结构合理，改革
措施到位，亮点较多”。

会议认为，文联系统深化改革要注重
引导文艺工作者转观念、换思维。文联组
织不是某一部分人的组织，不是文艺家的
小圈子，不是贵族化的沙龙，而是全体文
艺工作者共同的家园。要尽可能扩大工作
覆盖面，延伸工作手臂，拓宽服务对象和
范围，增强文艺工作者对这个“家”的认同
度和归属感。

会上，湘潭市文联和长沙市文联负责
人交流了在深化改革中的经验。

推动文联系统深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