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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案到‘双开’， 仅用了5天时
间。”5月22日，在张家界市纪委监委的案
件查办工作总结座谈会上， 作为全市纪
委监委合署办公后查办的“留置第一
案”，田永红贪污挪用公款案的办案经验
成为典范。

张家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袁美南告诉记者， 该案“首战告
捷”，体现了纪法融合的优势和效率，彰
显了纪法同步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合
力。

投案自首，迎来“第一案”

“我是来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希
望给予宽大处理。”2月6日， 桑植县水务
投公司原董事长、农村供水总站站长田永
红主动来到县纪委监委投案自首，自称套
取公款用于炒现货和期货， 投资亏损，现
已无法偿还。

鉴于案情重大，桑植县委常委、县纪
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张小庆第一时间向上
级报告，并迅速召开会议成立领导小组和
专案组，负责统筹协调和案件办理。

信息查询、 司法会计鉴定、 赃款的
去向涉及面广，牵涉人员太多，工作手
续复杂；从立案审查到移送起诉很多问
题急需解决……由于没有可借鉴的经
验，挑战扑面而来。

办案人员兵分3路，开展谈话、书证
调取等核实工作。短短3个小时，投案人
身份、所述情况的真实性核实完毕，初步
核实田永红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贪污、挪用
公款的事实， 有启用留置措施的必要。当
天下午，县纪委监委再次召开会议，决定
对田永红予以党纪、政务立案。

2月6日晚， 办案人员对田永红涉嫌

犯罪的相关证据材料依法调取，扣押了田
永红所用电脑、银行卡、记录本等第一手
证据材料。

7日凌晨， 张家界市纪委监委办公楼
仍灯火通明，桑植县纪委监委递交的留置
措施呈批表经签字后，连夜被送往长沙。7
日上午，经省纪委省监委批准，决定对田
永红采取留置措施，并对登记、体检、人员
安全、饮食、医疗以及接受讯问等问题进
行了周密安排。

淬火砺兵，打好“第一枪”

为把该案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
案”，办案人员紧密协作，取长补短。

第一份《使用留置措施呈批表》、第
一份《留置决定书》、第一份《留置通知书》
……所有调查程序均是“摸着石头过河”，
所有调查文书均是第一次使用。

留置期间，共制作程序性、措施类文
书29种，讯问田永红4次，询问证人21人
次，制作笔录25份，完成24张银行卡交易
明细、67张会计凭证、11份借款协议查询
对比筛查和1份司法会计鉴定，取得各类
证据200多份。

仅5天时间， 违纪违法事实就被查
清：田永红从2014年上半年开始炒国内
现货、期货造成亏损，为扭亏回本，多次
向小额贷款公司贷款100多万元以致债
务缠身，遂产生动用公款偿还个人债务
的念头。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他
先后贪污公款10万，挪用公款86.9万元，
陆续用于归还本人小额贷款及向同事
借款的本息。

2月11日，田永红被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2月13日， 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4月20日， 桑植县法院依法公开审
理田永红贪污、挪用公款一案，并当庭宣
判，执行有期徒刑2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
10万元。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5天，拿下张家界“留置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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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名他教过的学生，从澳大利亚、丹麦

和北京、上海等地赶回来送他。
一位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男生， 听说胡老

师走了，立即从北京赶了回来，在胡老师追思
会上，深情地追忆着过去的时光。胡进文教过
的一位女生站在胡老师遗像前，哀哀哭泣，令
人动容。知情者说，这位女生读高二时比较叛
逆，是胡老师对她耐心开导、细心呵护，帮助
她走出了那段迷茫的青春时光。

“胡老师宠爱了我们整个青春，保护了我
们整个青春，原本想等他老了，我们一定把他
宠成最可爱的小老头， 没想到他这么早就离
开了。”现就读大连理工大学的郭芳亮悲伤不
已。

“让冰冷的美丽有了激情和温度”

是怎样深情的付出， 让人们如此深情地
相送？

5月10日至12日，沿着胡进文留下的36年
教书育人的足迹，记者一路追寻。

1962年， 胡进文出生在益阳市桃江县一
户农家。1982年，年仅20岁的胡进文从益阳师
范毕业后分配到桃江县鸬鹚渡中学教初中数
学。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钻研教学业务。”鸬
鹚渡中学工会主席胡仲芝回忆，“我曾跟他在
一间房间住了1年多。 我们都是中师毕业，工
资不高， 但他每年都自费订阅了10多种数学
方面的教学杂志，经常解题到深夜。他有个随
身带的烟盒，盒子里都是粉笔。遇到学生跑到
我们房间请教数学题，他就蹲在地上，以地为
纸，用粉笔为同学们解题。”

1988年， 胡进文调入桃江县大栗港中学
教书。 今年81岁的原大栗港区联校校长熊第
先回忆：“他业务能力很强，课上得非常精炼，
调到益阳市一中后，还经常来看我。他对我说
有3个恩情要报：一是党的恩情，二是父母的
恩情，三是老师的恩情。”

1991年，因教学能力突出，胡进文调至
桃江县六中担任高中年级数学教师。胡进文
的学生、现桃江县六中教师刘楚云说：“胡老
师工作到晚上11时、12时是常事。 记得有一
次快临近高考了， 大家情绪都比较紧张，他

把同学们带到操场打篮球，打着打着，胡老
师停了下来，又将同学们带回教室。原来他
想到了一道数学题的另一种解法，他要告诉
同学们。解完题后，他又带着同学们返回操
场，继续打篮球……”

“胡老师是一个将粉笔艺术发挥到极致
的人。”胡进文的徒弟、益阳市一中数学老师
刘晖说。2015年， 刘晖拜胡老师为师，“蹭”了
两年胡进文的课。“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他
上课不带课本，就是一支粉笔，所有知识点都
烂熟于心，一进教室就自信而威严，讲起课来
非常有激情，如行云流水。比如，讲到平面几
何中的黄金分割时，他用女孩子穿高跟鞋后，
人体如何穿着达到最协调来引入讲解……有
人说数学是一种冰冷的美丽， 而他让冰冷的
美丽有了激情和温度。”

“胡老师是苏步青数学教育奖获得者，是
全国劳模，但他对自己的要求一点都不放松。
学校给他配了一间较大的办公室， 但他嫌离
学生比较远， 就在他班级教室旁的一间小房
子里办公。他是数学奥赛教练。奥赛课上课3
小时，备课要一个星期。每年寒暑假，他基本
在学校过。”刘晖说。

胡进文有多勤奋？一组数字可窥一斑：他
在益阳市一中留下的教学笔记有60多万字，
他所教的两届学生学考合格率和高考平均分
均是益阳市第一， 他辅导的30多位学生参加
全国数学竞赛获奖，他先后发表论文30多篇，
其中20多篇获省级一等奖。

2018年，他获评正高职称，成为了中学教
师中的“教授”。

“天上人间，永远是您的学生”

胡进文的妻子张跃辉一直下岗在家，孩
子体弱多病，家境并不宽裕。但他教过的学生
大多到他家吃过饭。

同事朱明说：“许多学生和我们这些年轻
老师，常常被他叫去吃饭。我们称他家的餐厅
是‘幸福食堂’。”

“幸福食堂”里，藏着胡进文教育的秘密。
妻子张跃辉说， 有位一心一意要读清华的女
生，有次考试发挥不佳，情绪低落。胡进文带
着这名学生回家，一边吃饭，一边开导她：“想
读清华是好事，但不要成为负担，把它当作奋

斗目标就好了。”一对夫妻闹矛盾，胡进文知
道后，特意将他们叫到家中吃饭，一边吃饭，
一边劝导：“夫妻要互敬互爱。”

“他把学生看得很重。学生病了，他要妻
子带着学生去看病，自己给学生煎药。家庭贫
困的学生，他知道后，就掏钱资助。”同事詹叔
良说。

桃江县六中的同事熊第华记得，1996年
高考，他和胡进文负责值班。那天上午，胡进

文急性胰腺炎发作， 被送到医院打点滴。下
午，胡进文就从医院赶回了值班室。同事们劝
他回医院，他说：“高中3年，高考3天，学生、家
长都不容易啊。如果我不值班，学生有什么问
题找我找不到，怎么办？学生没考好，我就对
不起学生、对不起家长了。”

张跃辉说：“胡进文的口头禅是， 我爱教
书，看到学生，我劲都有了。”

2017年9月， 胡进文获得首届益阳市教育

突出贡献奖，奖金10万元。奖金尚未拿到手，胡
进文就将第一年可能发放的2万元“提前预支”
了———他从妻子手中拿了1.8万元，再找同事借
了2000元，一并送到他的母校桃江县长江小学
19名困难学生手中。当天，他看到该校图书室藏
书不多，对校长说回到益阳后，就发动班上同学
捐书。未等募齐书籍，他却溘然长逝了。

胡进文走了，他的学生为他放起了孔明灯，
孔明灯里写着“天上人间，永远是您的学生”。

他，将自己燃成一支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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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五月的长沙骄阳似火，而身为金煌建筑装
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童彬原依旧奔走于
大街小巷，为即将推出的“退役军人万人创业
计划”做最后的调研准备。

身为一名退伍老兵，童彬原始终保持着退伍
不褪色的优秀品质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20多
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情怀承担起社会义务，不负曾
经身着的那一抹橄榄绿。今年4月2日，童彬原获评
湖南省2017年度“退役士兵创业之星”。

1981年初，家住湖南省桃源县鸬鹚村的农
村小伙童彬原应征入伍，18岁的他此前去过最
远的地方便是桃源县城，对部队所在地广州和
即将开始的军旅生涯充满期待。

部队生活无疑是辛苦的，高强度的训练每
天都在进行。“就拿倒立训练来说，我刚到部队
时撑不过两分钟，远远低于五分钟的合格线”，
童彬原说“可是经过一个多月反复的训练，我
能坚持到十来分钟的优秀标准”。除此之外，疲
倦了一整天的他，几乎每天凌晨三四点就会从
熟睡中被叫醒，全副武装进行夜行军，紧张焦
虑时时刻刻萦绕在他的身边。

回忆过去，童彬原一次又一次地说道，“汗
水、汗水，四年的军营岁月都是用汗水熬过来
的。”而坚韧、勇敢的精神从那时起深深根植在
他的心里。

转业后的童彬原，成为了一名“吃公粮”的
国家干部。可即便如此，童彬原还是毅然决定
从体制内华丽转身，就像二十年前离开家乡走

入部队大熔炉那样，再一次走出去，投身于市
场经济的滚滚浪潮中。

“刚开始也很迷茫，不知道能做什么。”童彬
原经历了一段迷茫期，但心眼灵活的他很快将目
光锁定在装修行业，成立了金煌装饰集团。

对童彬原而言， 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无
论是运营还是管理，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门
外汉，但他坚信“要么不做，要么做好；要做好，
就要做别人不敢做，或懒于做的事情”。

俗话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久，
童彬原便遭遇了“当头一棒”。“那时公司刚成
立不久，身边一位朋友出于对我的信任，把自
家装修业务交给我来负责， 可几个月过去了，
等到最后施工验收时，装修质量却让客户大为
失望”。童彬原告诉记者，“那时创业压力太大，
我经常凌晨一两点一个人登上岳麓山顶，大声
狂吼，借此缓解心中的压力。”

“没有品质就没有客户”。从此，大到市场
调研、制定装修标准和方案；小到水、电、泥、
木、油的选择以及物色装修工人、跑工地，童彬
原一切从零学起，从零做起，亲力亲为地把好
每一关，硬是把当兵时候形成的不怕苦的品质
展现了出来。从那以后，童彬原的事业步入了
稳定上升期，并逐渐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作为一名创业成功的退伍军人，童彬原无
疑是幸运的，但更多退伍军人的生活现状却让
他担忧。

在童彬原眼里，这些多数出自农门的年轻人，
在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里， 为国防事业奉献了光阴；
同时，他们在部队中锤炼出十分可贵的品质：合作

意识强、能吃苦，这正是现代企业所需要的。
为此，自2011年底，童彬原敞开公司的怀

抱，广泛吸收退伍军人就业，并帮助他们制定
成长计划，进行专业培训。

“杨跃华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典型代表，”
童彬原欣慰地介绍，杨跃华1986年退伍后转业
至桃源县粮食部门， 因为单位效益不佳，2008
年下岗赋闲，生活很是拮据。

作为第一批进入公司的退伍军人， 初来乍
到的杨跃华对家装行业同样是一窍不通， 因为
业务不熟悉，他还经常被装修工人“瞧不起”。当
童彬原得知这一消息，一方面给他加油鼓劲，另
一方面安排专业人士给他普及装修知识， 并教
他学习《家庭装修工程规范》。短短三年时间，杨
跃华的业务能力从被“瞧不起”到考核指标合格
率达100%，优质率达90%以上，不但完成了从
公司一般工程监理到工程部经理的三级跳，而
且还实现了买车买房，全家搬来省城的家庭梦。
童彬原介绍，截至2018年，像杨跃华这样的退
伍军人，公司共吸纳了400余人。

事业越做越大，童彬原深感肩上的责任越
来越大。为了帮助更多的退伍军人实现人生梦
想，公司今年还将针对退役军人推出“万人创
业计划”， 为退役军人提供创业平台和一系列
免费扶持项目，帮助他们顺利转变成能顺应市
场经济大潮的实力创业者。

谈到自己的举动，童彬原说：“是部队教会
了我如何做事和做人， 现在我能做的就是反
哺， 把对部队的感情转移到退伍军人身上，这
也是我未尽的国防梦想。”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何金燕）
28日，我省首个校园安全新媒体平台“大
树下”正式上线。该平台由湖南子雍文化
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诺贝尔摇篮教育
集团共同打造，旨在传播安全知识，守护
校园安宁。

湖南子雍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姚珈宁是一名90后海归，据其介绍，
公司立足文化传媒领域及各方资源优势，
汇聚公安、 教育等多方安全专家顾问，致
力于打造一流的校园安全教育线上平台。
将涵盖微博、微信、网站，并以手机客户端

为核心，围绕人身安全保护、反网络电信
诈骗、道路交通安全、防火防盗安全、禁毒
安全、食药品安全、旅游留学安全等主要
内容，传播普及校园安全知识，为社会提
供校园安全专业教育服务，助力平安和谐
校园建设。

该平台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安全知
识传播： 邀请专家对安全案例进行解
析， 通过微电影、 微视频等形式解读安
全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 组织安全教育
专家进校园， 加强国际间校园安全的交
流与合作。

“这是我未尽的国防梦”
校园安全新媒体平台上线

他不仅是学生的老师 ，更是学生家长
的朋友 。大家亲昵地称他 “胡爹 ”。他会经
常和家长沟通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的各
类事情 。不管做什么事 ，都站在孩子的角
度着想 ，并指导家长应该怎样进行家庭教
育。

———益阳市一中学生科科长 熊智
我将班上12名数学成绩突出的学生委

托他做奥赛培训。他在工作任务非常繁重的
情况下，义务辅导这些学生整整3年。这原本
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却分文不取。他就是
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把数学思维灵活的学生
当成宝贝。他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因为热爱，

他将自己燃成一支火炬。
———益阳市一中语文组 邓忭春

2001年，我和他同时被聘到益阳师范教
书。入校前，听说有一位在桃江当校长的人
来当老师，没想到就是他。我特意就此问过
他。 他淡淡一笑说：“当一个普通的老师，实
在。把学生教好，对我来说更有意义。”

———益阳师范 薛辉
胡爹在我们这些学生眼中，是如父亲般

的存在。他的去世，对我而言，仿佛是心灵的
支柱断了一根，我瘫坐在座椅上呆滞良久。

———北京理工大学学生 崔志伟
胡爹的工作态度，不仅源于作为教师的

责任感，更多缘于对学生无私的爱。他从不
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不会因为谁成绩差而轻
视谁。他关注的层面也不只是成绩。他只是
我们班的任课老师，却关注我们每个人的学
习和心理状态。 他是真正关心每个学生，热
爱每个学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 任玉羲
对我们这些“走得慢”的孩子，他很少批

评，总是鼓励我们，慢慢走，总有一天会走到
终点。我们班曾给他唱过一首改编的《父亲》。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3年的无微不至，3年的无
私付出，他是最担当得起这个称呼的人。

———大连理工大学学生 郭芳亮

左丹

采访胡进文的同事、学生、家人，我也几
次落泪了。

在许多的“那一刻”，我落泪了。
采访车从他捐款的小学出发，经过10多

栋乡村小洋楼旁， 悄悄地抵达他父母家，我
们看到的却是两间简陋的平房，胡进文的步
履蹒跚的老母亲从屋内探出头来的那一刻。

学生夏蓉回忆因成绩下滑、 情绪低落、
含泪走下教学楼，站在楼梯口的胡进文探出
半个身子，对她喊道“孩子加油啊！不要哭”
的那一刻。

为寻找沉迷网吧的学生，胡进文带着同
事深夜一家一家网吧寻人，绝不放弃的那一
刻。

“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这是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名言，也是胡进文
人生的真实写照。

中师毕业的他， 获评中学正高职称，摘
得“苏步青数学教育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他去世后，同事们整理他的教学笔记，
仅益阳市一中就有60万余字。这是什么样的
奋斗？！这是锲而不舍、朝着终身职业不断进
取的奋斗！

他当过校长，却依旧选择当老师。他说：
“看到孩子们就幸福， 教书是一种快乐！”这
是什么样的快乐？！ 这是用一个生命影响另
一个生命，用一棵树感应另一棵树，用一朵
云推动另一朵云的快乐！

他认为，教育是有生命的 ，教育的生命
不只是知识的简单传授， 更多的是爱心传

递。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爱的传递，同
样没有教育。所以，他爱生如子。

他从教36年，学生中有像他一样的全国
劳模，有国防科大的导弹专家，有牛津大学
的研究生，有像他一样的中学老师，更多的
是一心想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向老师汇报的
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

胡进文走了。那个蹲在地板上用粉笔为
学生演算数学题的人，走了。那个带着学生
打篮球、解题，在球场与教室之间来来回回
的人，走了。那个用激情点燃学生对数学热
爱的人，骤然走了。

他走后， 他的学生将他收集的3捆草稿
纸一一分发，留作永远的纪念。

这些草稿纸有他的一阵墨香，更有他的
一瓣心香。

■手记

“那一刻”，我落泪了

■声音

“在学生眼中，他是父亲般的存在”

5月29日上午，长
沙县泉塘街道长桥公
园， 街道联合志愿者为
10对中老年夫妻举办
“银发之恋， 恩爱一生”
集体婚礼， 圆了他们的
婚纱梦。婚礼上，银发夫
妻们通过分享自己的人
生和爱情故事， 传承优
良家风。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银发之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