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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6月25日，当记者来到临澧县佘
市桥镇蒋家村党员活动中心，敲开徐
述全的房门时，他正忙着安排七一走
访困难党员的慰问品。

满满堆放的几十台电风扇，徐述
全正细心地按组分类打包， 方便第二
天走访慰问。不到15平方米的房间，既
是他的办公室，也是卧室，还是仓库。

2016年2月，50岁的常德市安全
生产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徐述全，
被派任临澧县佘市桥镇蒋家村帮扶
工作队队长、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单位把你派出来不容易、全家
人决定接受这个任务不容易、村里申
请来个扶贫工作队也不容易，不可负
了组织、不可负了家人、不可负了村
民。” 徐述全这样想着， 安心扎下根
来，一干就是700多天。

驻村帮扶的700多个日夜，都写
进了徐述全的四大本民情日记里。
“2017年4月12日，走访蒋祖海家，需
要屋顶翻修……”“2018年6月11日，

专题讨论是否将刘兰付家庭重新纳
入贫困户……”全村102户贫困户的
情况，在这里都有档可查。为了方便
查找，蒋祖海还在每本笔记上都制作
了标签，并分类收集整理了意见建议
2500多条。

2500多条意见建议， 徐述全整
理出了1700多条帮扶措施。 而这
1700多条措施，正是他驻村2年半的
工作足迹。

电网改造、水管扩容改造、进组公
路改造、堰塘沟渠清淤扩容改造……
在徐述全的努力下， 困扰了蒋家村人
大半辈子的“出行难、运输难、灌溉难”
得到彻底解决，全村旧貌换新颜。

同样变了模样的还有贫困户胡
立新一家。

每天一大早，48岁的胡立新和妻
子叶银先就蹬着三轮车， 将自家大棚
里种植的新鲜蔬菜运到县城的菜市场
销售。“我家都是有机蔬菜， 销路可俏
了，即便贵一点，别人也抢着要。”胡立
新的语气里，透着骄傲和自信。

徐述全还记得，两年前的胡立新

不是这样。“老胡身体不蛮好，干不得
重活，孩子上学要花钱，全靠妻子一
个人在县城打工维持生计。”于是，徐
述全建议他在家发展大棚蔬菜。

可胡立新两手一摊： 一没钱、二
没技术。为此，徐述全帮胡立新申请
了5万元的小额贷款， 又为叶银先联
系了蔬菜种植技能培训班，包吃包住
不说，每月还有生活补助。见老胡家
出入村组的马路太窄、 不便蔬菜运
输， 徐述全又做通周边邻居的工作，
将道路拓宽。

“徐书记对我们这么支持，我们自
己更要好好干！”胡立新和妻子互相鼓
劲，把大棚蔬菜种植倒腾得风风火火，
去年，老胡净赚了2万余元，他表示“还
不满意，现在是两亩地的蔬菜大棚，今
年再争取加个棚，赚多点！”

在村党支部书记蒋祖祥看来，徐
述全给村支两委一帮人带来的“影
响”更有“冲击力”。

“蒋家村的7000多亩土地，没有
徐书记没去过的地方； 全村791户
2835名村民， 没有徐书记不认识的

人。”蒋祖祥说，为了把情况摸熟、把
关系搞好， 徐述全几乎每天都在走
访，张家李家的邻里账、王家赵家的
喜忧事，徐述全用脚步丈量得一清二
楚。

不仅如此，徐述全还坚持每周一
给村支两委一帮人上党课。“他的理
论水平高，自己又爱思考，许多高大
上的政策经他一解释，就是我们身边
能做会做且做得好的小事。” 蒋祖祥
介绍，如今，在徐述全的影响下，村支
两委建立完善了一整套工作机制和
党内生活制度，小组长们、党员们做
表率的积极性更高了，对自己的要求
也更严了。

如今，徐述全带领村支两委发展
油茶加工、丁玲故居旅游等村级集体
经济，去年，村级收入实现了“零”的
突破，年收入8万元，并带动30户贫
困户开展小规模种植、23户贫困户发
展养殖，50户贫困户实现转移就业
稳定脱贫。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去
年， 蒋家村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1.2%，一举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攻坚克难在一线 徐述全：

让贫困山乡变了模样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何

淼玲 通讯员 欧嘉剑）今天，省高级
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我
省法院依法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违法犯罪行为的有关情况。

为确保我省法院全面决胜“基
本解决执行难”，及时实现胜诉当事
人合法权益， 全省法院综合运用多
种惩治手段， 保持依法打击拒执罪
的高压态势，法院执行、刑事审判部
门综合运用罚款、拘留、信用惩戒、
刑事处罚等手段， 依法严厉制裁拒
不执行判决、 裁定行为。2016年以
来， 全省法院累计公布未履行生效
裁判的被执行人信息88万余条，发
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21.4万
条；采取拘留措施3175人次，罚款
措施457件次，罚款金额1787万元。
今年以来， 全省法院共受理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353件，向公
安机关移送追究刑事责任367人，
93人被依法判处刑罚。

全省法院依法畅通诉讼渠道，
确保对拒执犯罪精准高效打击。各
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
2015年7月出台的《关于审理拒不
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拒执罪的追诉
由以往单一的公诉模式改为公诉、
自诉并行模式。 申请执行人可直接
向公安、检察机关控告。公安、检察
机关不予追究的， 申请执行人可以
根据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自诉。通
过依法保护当事人的自诉权， 发挥
申请执行人在追究拒执犯罪中的主
动作用，促进精准、高效地打击拒执
犯罪。今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审理拒
执犯罪自诉案件22件31人。

打击“拒执罪”不手软
今年以来367人被追究刑责

2016年11月24日， 石门县人民
法院就覃某某与王某某抚养费纠纷
一案作出判决， 判决王某某支付覃
某某抚养费16500元。 判决生效后，
王某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 ， 申请执行人覃某某于
2017年1月17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2017年10月24日，石门县人民法
院组织执行干警到石门县皂市镇岳
家铺村6组王某某家中进行执行时，
王某某手持菜刀左右挥舞抗拒执

行， 致使一名执行干警左手腕桡侧
被王某某所持菜刀砍致轻微伤，另
一名执行干警右手中指指甲底部挫
伤。

经上级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
临澧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某
某犯妨害公务罪，于2018年3月22日
向临澧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临澧
县法院于2018年5月4日开庭审理此
案，以被告人王某某犯妨害公务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7个月。

相关链接 王某某抗拒执行妨害公务案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陈
勇 贺威） 今天召开的全省殡葬领域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暨推进文明节俭
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视频会议，要求全
省各级各部门同研究同安排同部署，
加大推进力度， 有效遏制大操大办、
隆丧厚葬、封建迷信等陈规陋习。

我省自4月开展文明节俭操办
婚丧喜庆事宜工作以来， 截至7月5
日， 全省已有216.14万名党员和公
职人员签订承诺书，2万多个村（居）
修订村规民约，2万多个村（居）成立
红白理事会。各级成立督查组1.2万
多个，开展督查2.5万多次，发现问
题5800多个， 督促整改5758个，受
理问题线索946个，立案130件处理
241人，但也呈现发展不平衡，有些
地方知晓率不高等问题。

对此，会议要求加大对《关于在
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等政策宣传。该《方案》明确：严禁党
员和公职人员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 全省所有党员和公职人员要严
格落实《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
葬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不
准大操大办婚丧和其他喜庆事宜。
除婚礼、葬礼外，其他喜庆事宜禁止
以任何方式邀请和接受亲戚以外人
员参与。婚礼宴请不得过200人（20
桌）、婚嫁双方同城合办婚宴的不得
过300人（30桌），葬礼一律从简操
办、控制规模，不准收受或者变相收
受任何单位和亲戚以外人员的礼金
及贵重礼品。违反规定的，一律严肃
查处并通报曝光。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易禹
琳 通讯员 蔡娟）“书香湖南，阅行无
涯”，暑假正是阅读推广好时节。今日
上午，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省教育厅主办的2018年“书香
湖南·阅行者”暨“我的书屋·我的梦”
暑期少儿阅读实践活动在益阳启动。
随后， 14支“阅行者”阅读推广志愿
团队将分赴全省14个市州乡村，开展
为期近2个月的阅读推广活动。

据悉，2017年7月至8月，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试点开展“书香湖南·阅行者”
暨“我的书屋·我的梦”暑期少儿阅读实
践活动，近百名“阅行者”志愿者分赴8
个市州偏远贫困地区，向农村少年儿童
推广阅读，社会反响良好。今年的活动
首次公开招募“阅行者”团队，队伍扩大
至200人，其中新增了跨省驰援的北京
印刷学院团委和红网团委、湖南大学全
民阅读中心、 湖南省孔子学会等队伍，

以及一批农家书屋、全民阅读的基层典
型也将参与“阅行者”活动。阅读推广活
动扩展到全省，将惠及14个市州、50多
个村镇、10万少年儿童。

启动式上，2017年“阅行者”活动
获奖者、2017年“我的书屋·我的梦”征
文获奖者受到表彰。永州阅读推广人、
江永县第三中学教师周启群和“我的
书屋·我的梦” 征文获奖学生唐继萌，
分享了他们与农家书屋的精彩故事。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杨莎莎）7月9日，湖南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在3D打印学院建立了顶
立科技全国博士后科研工作分站，将
重点研究3D打印在医疗材料领域的
研发及应用。这是湖南省首个高职校
企合作博士后科研工作分站。

今年1月中旬，湖南工业职院联手
顶立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3D打印学
院， 校企双方共同培养3D打印增材制
造领域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服务湖南

制造强省战略。 此次建设博士后工作
分站是校企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据了
解，该工作站已经计划开展《新型口腔
钛合金种植体的材料设计》《制备技术
及其增材制造工艺研究》等科研项目。

在职业院校建博士后工作站是否
大材小用？顶立科技董事长戴煜表示，
职业院校需要领军人才的培养， 通过
为高层次技术人才与企业科研合作搭
起桥梁， 更有助于企业实施产品结构
调整，加速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区域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
服务，实现产、学、研无缝衔接。

当天，该校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罗安、顶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煜
等15位专家分别颁发荣誉教授、客座
教授、技能大师的聘书。这批特聘的
专家学者将深入该校技术研发中心，
走进实训基地，走上讲台，不定期与
师生开展交流活动， 传授专业技术，
展示技术绝活，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和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于振
宇 通讯员 麻岸芬 麻冬先） 一对新
婚夫妻，丈夫却对突患重病的妻子不
管不顾， 也不支付任何医疗费用。近
日，犯罪嫌疑人张某被吉首市检察院
以涉嫌遗弃罪依法批准逮捕。

2017年6月， 吉首市检察院收到
一份请求支持起诉申请书。检察官在
与申请人符某沟通后了解到，符某和
张某是一对新婚夫妻， 婚后不久，符
某突然身患重病，为了治病，符某花
光了所有积蓄并欠下了巨额债务。其
间， 作为丈夫的张某却对其不管不
顾，既不照料符某，也不支付任何医

疗费用。无奈之下，符某一纸诉状将
张某诉至法院，请求张某履行夫妻扶
助义务，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同时向
吉首市检察院提出申请请求该院支
持起诉。检察机关审查后，作出支持
起诉的决定，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
见书。

然而，张某不但仍然拒绝履行扶
养义务，甚至选择了逃避出庭，致使
民事诉讼程序无法进行，符某的合法
权益一直不能有效实现。检察官多次
联系张某，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告知其应履行的法律义务以及不履
行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但张某依旧

选择逃避。2018年3月28日，符某久病
不治，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经审查，检察机关认为，张某的
行为已然触犯刑法第261条：“对于
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
生活能力的人， 负有扶养义务而拒
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之规定，涉
嫌遗弃罪。在固定了相关证据后，检
察机关将案件移送吉首市公安局，
依法追究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刑事责
任。

5月7日，吉首市公安局对张某涉
嫌遗弃罪立案侦查。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通讯员
王鸿 章剑波 记者 陈薇 ）7月的
炎热没有挡住人们的脚步，日前，
临澧停弦渡镇复船村村部文化宫
内人头攒动， 由临澧县纪委组织
的廉戏下乡吸引了十里八乡的农
民。

据了解， 为配合县纪委开展的
“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及无为活动”，
临澧县纪委巧借历史文化资源，组
织安排了临澧自编的荆河戏， 包括
铡侄、责任、赈酒、拒贿等4部廉政
戏， 意在弘扬今古廉正执法的高风
亮节。值得一提的是，近日来，“廉戏
下乡” 活动已在临澧县5个乡镇的
50多个村进行巡演， 颇受欢迎，看
戏群众近6000人。该活动组织者表
示，“廉洁戏” 从执法为民、 责任为
民、 廉洁为民、 扬清为民的廉政角
度，用艺术的形式来净化心灵，起到
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7月9日，湘一立信实验中学，美国工程师Pleddie� Baker指导学生制作模拟火箭。他是美
国宇航局有着40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曾辅助训练了阿波罗计划飞行员飞向月球。当天，他
专程来到该校，为学生揭秘火箭发射知识，带领他们感受科学的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毛子泰 摄影报道

感受
科学魅力

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全省216万多名党员、公职人员已签订承诺书

廉戏下乡村
润物细无声

14支志愿者队伍下乡推广阅读
全省暑期少儿阅读实践活动启动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落户高职院校
重点研究3D打印在医疗材料领域的研发及应用

对重病妻子不管不顾
男子涉嫌遗弃罪被批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