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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杨军 吴强

7月9日，记者从湖南省公安厅获悉，近两
年来，湖南公安机关持续开展“护网”“净网”
专项行动，着力保卫网络安全，守护网络舆论
阵地，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截至7月6日， 全省公安机关共开展网络
安全检查1.1万家次、 行政查处网站1610家
次，其中，罚款61家、关停网站（栏目）646家、
治安拘留35人， 侦办涉网违法犯罪案件2516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273人。

快查快处网络造谣传谣 ，
清理整治网络平台

今年3月26日，一则“撤销株洲、湘潭市，
调整衡阳市部分行政区划， 长沙市升格为副
省级市” 的湖南省行政区划调整的信息在微
信群传播，省、市公安机关迅速查明该信息系
长沙市岳麓区陈某军编造， 并依法对陈某军
行政拘留10日。

造谣传谣是互联网世界的“毒瘤”。 湖南
公安机关建立“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核
查、第一时间处置”的快查快处机制，及时有
效打击网络造谣传谣违法行为。

为斩断违法有害信息传播平台和链条，湖
南网警深入开展网络安全管理秩序整治， 强力
整治问题突出的互联网企业、网站和应用服务，
督促互联网企业落实网络安全主体责任。

2017年9月20日，郴州网警成功侦破部督
“3·15”非法经营案，抓获非法架设VPN团伙
成员26人，打掉网络工作室3个。

2018年7月3日，衡阳网警发现“衡州论坛”
网站发布大量招嫖违法信息， 未按规定落实网
络安全技术措施，对网站开办者作出警告处罚。

深挖严打“网络水军”，重拳
摧毁网络黑产黑市

2017年7月，彭某因组织“网络水军”发帖
删帖非法获利， 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经营
罪依法处理。

去年5月以来，湖南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
“打击‘网络水军’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的部署
要求，集中力量深挖“网络水军”的背后推手，
铲除“网络水军”的滋生土壤，破获了一系列
涉及“网络水军”的重大案件，抓获违法犯罪
嫌疑人5人，查获并关停涉嫌非法炒作的网络
账号260余个，关闭违法违规网站9个，清除涉
及网上恶意炒作信息数十万条。

针对“网络水军”、黑产黑市等网络犯罪
活动蔓延发展的趋势， 湖南公安机关重拳出
击，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有效遏制了网络犯
罪高发势头。

今年4月，在省公安厅统一指挥下，长沙
公安机关侦破部督“1·10”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专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29名，查扣涉案服
务器31台、电脑80余台，刷机工具100余套，手
机3000余台， 斩断了一条由手机应用软件生
产商、软件推广商、刷机公司、手机销售商组
成的特大互联网“手机黑产”犯罪链条。

4月25日，郴州市公安机关对涉黄平台人
员链、技术链、资金链、利益关联链的“全链条
式”犯罪进行精准打击，成功破获全国扫黄打
非办、公安部联合督办的“12·28”传播淫秽物
品牟利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63名，摧毁网络
直播平台35个。

湖南省公安厅网技总队副总队长蒋蕴菁
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湖南公安机
关将举旗亮剑、敢抓敢管，用好法律武器，依
法管网治网，坚决荡涤网络空间的污泥浊水，
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让正能量充盈
网络空间， 为湖南改革发展大局营造安全和
谐稳定的网络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 � � � 【名片】
石秋实，网名秋子，85后，怀化市通道侗

族自治县双江镇人。 2017年在今日头条西瓜
视频开设“乡野丫头”账号，通过短视频记录
乡村普通日常生活，分享当地特色美食、自然
风光和民俗风情。 目前已有粉丝135万，累计
视频播放量达3亿次。 7月2日，秋子成为今日
头条首批4位“三农合伙人”之一。

� � � � 【故事】
一年前，还在怀化当小学校医的秋子，

在家乡遇到了在外打工返乡的堂哥。 多年
未回家乡的堂哥， 又听到了儿时熟悉的侗
族琵琶歌，思绪翻滚，“怎么这么好听”。

这是侗族的一种单声部民歌， 已有上
百年历史。 从事摄影工作的堂哥决心把这
些动听的歌曲保存下来。 他和秋子商量在
社交平台开设账户， 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传
播侗族文化。

“我就是一个来自乡野的丫头，热爱家
乡的生活和民族文化。”秋子和堂哥一拍即
合，“乡野丫头”由此诞生。

“乡野丫头” 的第一条短视频拍摄于
2017年3月27日。 视频中，秋子背着竹筐，
和戴斗笠的茶农在漫山遍野的茶树间走
动， 讲解如何用双手快速掐下翠绿的新茶
叶。她穿着靛蓝色的侗服，身上的银饰琳琅
作响，脸上荡漾着淳朴的笑容。

视频发出后，有网友留言“好美的风景
啊，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看了你
的视频突然有点想家了。 ”

“可能是美好的乡村生活触动了大家
的乡愁。 ”秋子说，“乡野丫头”发出第三条
视频后，点击量就破了20万。

老寨村， 是这对侗族兄妹从小生活的
地方， 也是他们的短视频中长久不变的背
景。在视频中，秋子刨过野菜、扒过鸡窝、捞
过青苔， 她还将自己上山下河采到的新鲜
食材，做出了炒腊肉、鳅鱼荷包蛋、辣椒酿
等上百道侗家美食。

一次， 她上传了一条做侗族特产腌酸肉
的视频。 很快，一位贵阳网友发来私信，想购
买5公斤腌酸肉。 于是，“乡野丫头”做成了第
一笔生意，收到了200元的微信红包。

随着“乡野丫头”的粉丝和播放量越来
越多， 她把村里的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对
外销售，腊肉、剁椒、腌酸肉等土特产也成
为网红商品。 视频中生动有趣的侗族农家
生活内容，也成为很多人的“精神家园”。

当地村民还根据网友粉丝的不同需
求，优化了种植结构，从过去单一的稻谷、
玉米种植，增加了茶油、七彩泡椒等经济作
物，带动当地村民丰产又丰收。

在最近的一期视频中， 秋子成为了今
日头条推选的“三农合伙人”。 她将在今日
头条的组织下， 与其他创业伙伴共同帮助
20个国家级贫困县打造特色农产品、文旅
产品等20个扶贫项目。

“侗族没有文字，只能靠口口相传，而
现在留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 ”秋子说，希
望通过记录自己和家乡的故事， 保护好传
统文化的根，吸引更多的村民返乡就业。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何庆辉 刘从武

她是一只听不到声音的“丑小鸭”，却
依靠顽强的毅力变成一只令人称羡的“白
天鹅”。 她不能像常人一样交流，却相继完
成了小学、初中、高中学业，还考上大学、研
究生，并成为清华博士。宜章县唇语女孩江
梦南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

7月4日， 江梦南励志故事报告会在宜
章县委三楼中心会议室举行。 被江梦南的
故事所感染，现场300多名师生泪如雨下，
掌声阵阵。报告会后，记者对江梦南进行了
深入采访。

今年26岁的江梦南， 出生宜章县莽山
瑶族乡永安村， 父母都是莽山民族学校的
老师。

在江梦南半岁的时候， 肺炎和耳毒性
药物夺去了她听的权利。 父母带着她四处
求医问药，但都事与愿违。医生劝她尽早学
习手语。

父母哭了，但没有放弃：孩子耳朵已经
失聪，再也不能让她失去说的权利。他们决
定教会女儿唇语。他们让江梦南的小手，摸
着他们的喉咙感受声带的振动， 眼睛看着
他们的口型学习发声。 一个音节一个音节
地教，一个字一个字地学。 两年后，江梦南
终于喊出了：“爸……爸，妈……妈……”

转眼间江梦南就上小学了， 因为听不
见，一开始她的成绩不是很理想。父母有点
着急， 她安慰道：“难道你们忘了给我讲过
的丑小鸭的故事了吗？ 虽然我现在还只是
一只丑小鸭， 但总有一天我要变成一只白

天鹅。 ”
为了做一只白天鹅，江梦南提前预习要

学的内容，课上没听明白的，课后拉着老师再
讲一遍，并建立错题库，分析做错的原因，举
一反三……

凭借不服输的劲头，江梦南的成绩逐步
提高。2011年，江梦南考入吉林大学药学系，
并在该校读完了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硕士研
究生。今年5月，她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清华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为什么选择学习药学？ ”记者问。“
因为听力的原因我没法当医生，不能

报医学专业， 但又想去帮助跟我差不多的人
，所以就报了药学。 ”

学习之余，江梦南会打打球、游游泳、骑
自行车，锻炼自己的平衡力。

在与江梦南交流的过程中，记者感觉到，
比起说一路走来的不易，她更愿意说起一路
上给予她帮助的那些人。

中考时，郴州市教育局专门为她设置了
一个爱心考场，里面只有她一个考生。在吉林
大学求学的7年中，校方对她的培养非常悉心
。

“羔羊跪乳，乌鸦反哺。”尽管江梦南还
没有踏足社会，但她已开始尽力回报社会。大
学放假期间，她回到家乡的特殊教育学校做
义工，探望那些视障、听障、智障的孩子，鼓励
他们学习唇语、学习说话，积极融入社会，乐
观地面对生活。

“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比拼的是速度
，更是决心和毅力。”江梦南青春洋溢的脸庞
充满着坚毅、自信。

石秋实：
“乡野丫头”成网红守护网络舆论阵地

———湖南公安机关开展“护网”“净网”行动

禁毒宣传
进校园
7月6日，老师和同学

们饶有兴致地欣赏相声
《天下无毒》。 当天，长沙
市雨花区东塘街道在长
沙市第二十一中学开展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宣
传教育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廖君 摄影报道

� � � �秋子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微档案】
熊华春，女，1964年4月出生，从事农村义

务教育工作33年。 一级教师。 现为桑植县人潮
溪乡南斗溪村小学教师。 2007年获评张家界
市“优秀教师”。2014年获“中国名师联盟·希望
工程园丁奖”。

【故事】
人潮溪有点“名不副实”。 山深人稀。

从桑植县城到人潮溪，72公里。 坡陡弯
多。 每一次坐车，来来回回，熊华春就像生了
一场病。 头昏脑涨，甚至呕吐。

6月28日，记者在桑植县人潮溪乡南斗溪
村小学采访完熊华春，同车赶到县城。 看到她
难受的样子，记者也不好受。 这一天，天气很
热。 熊华春说：“要不是省里邀请我参加活动，
我才不会坐车受这份活罪。 我宁愿待在山里，
跟孩子们在一起。 ”

熊华春在人潮溪，在这个偏远的山区，待了
整整33年。 从21岁待到54岁，从青春待到中年。

她爱深山里的孩子。 哪怕只有几个孩子，
十几个孩子，她都爱，爱到了心里，爱到了骨
子里。 这个学期， 南斗溪村小学只有11个学
生。 一年级7个，二年级4个，上复式班。

这一天，她正在给孩子们补习功课。 一个孩
子突然流鼻血。 她赶紧将孩子领到课堂外的水
龙头边，用凉水给孩子拍脖子，用纸巾给孩子擦
血。 她还跑到学校门前的山坡上采了一把草药，
揉碎，敷在孩子的鼻孔里。这一“突发事件”，记者
亲眼目睹。

这个孩子叫夏玄。夏玄的爷爷夏继荣闻讯赶
到了学校。夏继荣说：“熊老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
儿女，很疼爱，很细心。我孙子有鼻炎，经常
出鼻血。 ”夏继荣是南斗溪村的老支书，跟
熊华春很熟。他告诉记者：“我的几个儿子、
女儿都是熊老师教出来的。 熊老师每年都
要得两块奖牌，都是我给她挂的。 ”

熊华春在人潮溪，在南斗溪，口碑好。
乡里乡亲都讲她人好，教书也教得好。

她54岁了，过一年就要退休。“熊老
师一退， 会不会来一个像她这样的好老
师？ 村里十几个孩子怎么办？ ”夏继荣跟
村里人一样担心。 他还谈及2004年发生

的一件事。
那一年，南斗溪村小学因教学质量上不去，

生源流失，上面准备撤校。 当时，夏继荣是村支
书。他找到在兴隆村小学任教的熊华春。夏继荣
说：“学校保不住，村干部也不想当了。 你是南斗
溪村的，无论如何要回来保住这个学校。”在兴隆
村小学留任了一个学期，下半年，熊华春硬是被
夏继荣“强拉硬拽”到了南斗溪村小学。“不是乡
里的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的南斗溪村小学，
在熊华春的手里“活”了。 2015年在省级两项督
导评估中，顺利通过验收。

站立人潮溪，熊华春就是孩子们的母亲。夏
天，买西瓜给孩子们吃。 冬天，烧炭火给孩子们
烤。下雨了，给孩子们举伞。涨水了，送孩子们上
船。 生病了，给孩子们吃药。 张云凤的4个孙子，
熊华春全教过。当天坐在教室里的就有两个，一
个一年级，一个二年级。 张云凤说：“孙子交给熊
老师，真的放心。 ”

熊华春教的学生很听话，成绩也好。 到了
乡里的中心完小，两个班都争着要。 这个班要
了第一名，那个班就要第二名。 轮流上，分完
为止。 熊华春说：“这地方偏远，我也只能做这
点事，但我很满足。 ”

听不到声音的她成了清华博士
———宜章唇语女孩江梦南的励志故事熊华春：1位教师11个娃

� � � � 6月28日， 一年级学生夏玄突然流鼻血，熊
华春及时进行处理。 湖南日报记者 何国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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