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名临释人员
出狱就能上班
永州监狱铺就“从监狱大门

走进工厂大门”的新生之路
湖南日报8月7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伍振

廷）8月6日，经永州监狱和永州市就业服务管理局牵
线搭桥，5家爱心企业走进高墙，为106名临释人员提
供物流、仓管、普工、设计、维修等128个就业岗位，签
订就业意向书32份。 永州监狱为临释人员举办就业
推介会，这一做法在全省监狱系统尚属首次。

今年42岁的服刑人员彭某再过4个月就能出狱，
即将重获自由的欣喜和对未来的担忧交织在一起，
曾让他焦虑不已。当天的就业推介会上，彭某和东莞
一家民营企业成功“牵手”，并且薪资待遇还不错。签
约那一刻，他笑容灿烂，喜泪涟涟。

永州监狱长雷建华告诉记者， 永州监狱建立健全
服刑人员回归就业指导机制，积极整合社会力量，为临
释人员铺就“从监狱大门走进工厂大门”的新生之路。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李珈名 2018年8月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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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王力书

这是陆懿文在乡村教书的第34个年头。每逢
学区抽考、统考，她教出来的班级总能拿到第1名。
“她上起课来总有一股子魔力。” 有同事们满是钦
佩地评价。

8月4日， 记者来到新化县白溪镇大坪小学，
陆懿文正带领低年级的孩子们在操场上辨识方
向。乡村的教育条件有限，如何让学生在快乐中学
习？陆懿文有自己的秘诀：让学生走出课堂，将书
本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作为一名出色的乡村教师， 陆懿文曾有多次
调回镇上教书的机会， 家里人更是多番催促她转
向条件更好的地方。“乡村条件差， 他们怕我吃
苦。”陆懿文说，“乡村小学老师太少，我调走了，谁
来教孩子们啊？”

陆懿文的包里总是带着几粒糖。 在一起学生低
血糖晕倒事件后，她便养成了这个习惯。村里的老人
说：“她啊，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

前年冬天，爷爷生病住院，留守儿童小晨面临
无人照顾的问题。陆懿文得知后，主动把小晨带回
家，早晨骑着电动车带他去学校上课，中午为他做
饭， 放学后又带他回家补习功课。20多天的时间
里，陆懿文既当老师，又当母亲，关心照顾小晨，直
到他的爷爷病愈出院。

班里有个叫小鸿的学生，上课纪律松散，经常
与同学打架。陆懿文决定上门家访，直至踏进小鸿
的家门，她才明白问题的根源所在。父母离异，父
亲外出打工，爷爷奶奶隔代抚养，困苦的环境让小
鸿不太合群，而且有着超乎常人的自尊心。

此后，她常常找小鸿聊天，为他辅导功课，领
他到家里吃饭，关注他的每一个进步。慢慢地，小
鸿性格变得开朗了，和同学的相处融洽了，学习成

绩也逐步上升了。
“农村学生，留守儿童占多数。他们缺少的不

仅是教育，更多的是陪伴。”陆懿文的眼里闪着泪
光，为了“陪伴”这两个字，她留在乡村30余年。渐
渐地，学生们也把陆懿文当成了“妈妈”一样的知
心人。

“又有大哥哥大姐姐回来看陆老师了！”学生
们对一批批回校探望的人群，已是习以为常。在大
坪小学任教的34年里， 陆懿文教过的学生超过
1200人，有很多人走出了大山。他们每次回家，就
会来看望老师。

大坪小学附近有条小河，最宽处约有100米。
每到雨季汛期，河水便会漫过堤坝。为了安全，一
到大雨天，陆懿文就会早早来到河边，一趟一趟把
孩子们背过河去。陆懿文这一背，就背了34年。

“还有第35年、第36年呢，也不知道那时候还
背不背得动。”53岁的陆懿文笑着说。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李先志

8月以来， 蓝山县浆洞瑶族乡白
鹇养殖专业户张修任忙得不可开交，
既要饲养白鹇，又要快递白鹇，而且
单子一天比一天多……

白鹇为何鸟？原来，它不仅是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 名贵观赏鸟， 还是广东省
“省鸟”、中国哈尼族代表性吉祥物，清朝
更把白鹇作为五品官服的图案。如今，野
生白鹇濒临灭绝，人工饲养延续白鹇种
群，主要用于景区观赏，经济价值较高。

十年前，退伍军人张修任小试牛
刀养野鸡，尝到甜头后，决定养白鹇。
县民政、林业、科协等部门既送政策
又送技术， 全力支持张修任养殖。张

修任潜心钻研几年后， 饲养白鹇成
功，规模逐年扩大，由最初几羽发展
到4000多羽。张修任也从“野鸡王”，
升级为远近闻名的“白鹇王”。

张修任在外打拼的儿女，也辞工
回家，开辟微信销售新渠道，帮助父
亲将白鹇销到广西、贵州、粤港澳，去
年销售额达60万元。如今，张修任创
建的白鹇养殖合作社，获批“湖南省
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在自己发家致富的同时，张修任
没有忘记一名党员和退伍军人的责
任，他以蓝山县国辉禽类养殖专业合
作社为载体， 将十年探索出的养殖
“秘笈”，无偿传授给贫困户，合力养
殖万羽白鹇，带动当地和周边乡镇乡
亲共同脱贫致富……

� � � � 湖南日报8月7日讯 （记者 何金
燕 通讯员 汤研科）今天，湖南省建
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建
工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运武
（正厅级） 受贿案在衡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经湖南省人民检
察院指定管辖，衡阳市人民检察院派
员出庭支持公诉，刘运武及其辩护人
到庭参加诉讼。

被告人刘运武历任湖南建工集
团总经理助理，常务副总经理，党委
书记、董事长，湖南省建筑协会会长。
因涉嫌受贿犯罪于2017年5月15日
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日经湖南省人
民检察院批准，同日由常德市公安局
执行逮捕。

公诉机关指控：1999年至2017年，
被告人刘运武利用其担任湖南建工集
团总经理助理、常务副总经理、党委书
记兼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
职务升迁、 工程承揽等事项上谋取利
益，单独或伙同其妻黄艳玉（另案处理）
非法收受贺先明、李海峰、张少舜、曹源
丰等23人或单位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974.1万元、美元3.1万元。

庭审期间，法庭依法保证了被告
人及其辩护人的申辩权力。在最后陈
述环节， 被告人刘运武认罪悔罪，并
请求法院依据其犯罪事实和认罪表
现从轻处罚。

因案情重大，程序复杂，法院将
择期宣判。

� � � � 湖南日报8月7日讯 (记者 于振
宇)8月6日， 湖南省纪委原正厅级干
部李政科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一案，经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
管辖，由郴州市人民检察院向郴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李政科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讯问了被告人李政科，听取了
其委托的辩护人意见。郴州市人民检

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政科利用
担任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湖南省纪
委常委、 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或单位在工程承揽、 项目中标、
案件处理、职务晋升及人事调动等事
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
额特别巨大；家庭财产不能说明合法
来源，差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
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 � � � 《黄冈秘卷》
刘醒龙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出版
内容简介： 黄冈大地人文品格与众不同，历

史上的“五水蛮”留给这块土地的人们别样的血
脉。本书将其笔触深入到历史和人性深处 ，通过
一个家族数代人的命运变幻，以一个奉行有理想
成大事的老十哥刘有志和一个坚信有计谋成功
业的老十一哥刘有智的恩怨纠葛为故事主要情
节，揭示出了黄冈人的独特性格和黄冈文化的独
特气韵。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
黄承伟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8年7月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系统地分析和阐释了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方略提出与形成的国际国内背景、基

本内涵、重要内容、实施体系和重大意义，总结评
估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
的实践现状、主要做法、经验模式，论证了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发展方向。

《曾国藩（唐浩明讲解版）》
唐浩明 著
岳麓书社 2018年7月出版
内容简介：《曾国藩》 是唐浩明先生精心创作的

长篇历史小说，以真实历史为依据，叙述了曾国藩从
湘军起兵到位极人臣的过程。 本书是唐浩明先生对
《曾国藩》小说的全新修订，对于书里书外涉及的人
物关系、官场制度、社会风俗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
的解析，借助数字化技术升级，通过视频讲解，更详
尽地还原了与曾国藩相关的历史事件。

《云边有个小卖部》
张嘉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云边镇少年

刘十三自幼与开小卖部的外婆相依为
命，努力读书离开小镇，在城市屡遭碰
壁后无奈返回小镇，与少时玩伴程霜重
逢。小镇生活平静却暗流汹涌，一个孤
儿，一场婚礼，一场意外，几乎打破了所
有人的生活。为了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刘十三拼尽全力，却不知
道，生命中更重要的正在离自己而去。

《观山海》
杉泽 绘 梁超 撰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6月出版
内容简介：《山海经》先有图再有文

字，图画是山海经的灵魂。本书中，绘者杉泽查阅
《中国神怪大辞典》《淮南子》等大量书籍，花费3年
时间构思并绘制了数百幅绝美异兽形象，用绘本
形式展现宏大神秘的上古世界。撰者梁超以郝懿
行《山海经笺疏》为底本，做了大量的故事延伸和
知识补充。

《企鹅冰书：哪里才是我的家》
金皆竑、林珊 著 刘昊 绘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6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第一

本冰书 ， 阅读前需要放入冰箱冷冻15分钟 ，由
特殊的油墨印制而成 ，温度变得越高 ，画面消
失得越快 。故事中的小企鹅踏上了找寻新家的
旅程 ，在它的长途冒险中 ，遇到了鲸鱼 、北极
熊和高楼林立的城市 ，它最终能否找到自己的
家呢 ？难道只有小企鹅需要为它即将失去家园
的困境担忧吗 ？作为国内首部 “会消失 ”的书 ，
它向我们述说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是如此
的脆弱 。

《在深渊里仰望星空》
北溟鱼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8年4月出版
内容简介：作为魏晋名士小传 ，本书从最后

一个拥有“党人”遗风的文学家孔融开始，直到东
晋武帝太元年间最后一个风流人物谢安谢世为
终。他们本是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通过
全书感受到他们坦率的世俗和卑鄙，直白的奢侈
和狡黠，市侩却又如此的优雅 ，用好看的皮囊和
有趣的灵魂，在世事荒唐里活色生香 ，把无聊的
人生过得声势浩荡。

陆懿文：乐做乡村育苗人 退伍军人从“野鸡王”变为“白鹇王”

被控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近千万元

省建工集团原董事长刘运武昨日受审

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检察机关对李政科提起公诉

湘版好书榜

� � � �湖南日报8月7日讯 （廉纪轩 周
俊）“因沉迷看网络直播，想要吸引女
主播的注意， 涟源一出纳3年间涉嫌
挪用公款335万元，其中有50万元用
于打赏网络女主播。”近日，涟源市纪
委监委将曾某涉嫌挪用公款一案，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这起案件线索的发现， 还得从
2017年的一次财务盘底说起。2017
年上半年，涟源市斗笠山镇政府准备
启动煤矿棚户区改造工程第三期建
设，在对工程进行财务盘底时，发现
有棚户区购房户“诚意金”、 购房款
400余万元未入账，于是找到该镇棚
改办时任副主任兼出纳的曾某了解
情况。在大家的追问下，曾某承认自
己挪用了公款。

今年32岁的曾某，平时喜欢玩网

络游戏和观看网络女主播直播。为引
起女主播的注意，他不断购买虚拟礼
物打赏。

按照流程，棚户区购房户“诚意
金”、 购房款应该由当事人将款缴入
银行 ,凭借银行缴款单，到棚改办出
纳处开具票据。但一些当事人直接将
现金交给了曾某。 曾某收取现金后，
不到银行入账， 也不跟会计对账，自
己另外开具票据。经核实，2014年至
2016年间，曾某一共挪用公款335万
元， 其中50万元用于打赏网络女主
播。

针对案件暴露出的问题，涟源市
纪委监委向案发单位下发了以案促
改通知书，要求对现有制度进行全面
审查、评估和清理，查漏补缺，从根本
上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挪用公款打赏女主播
涟源一出纳被移送检察机关

（2018年7—8月）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舞动风韵
8月7日晚，衡阳市石鼓区西湖公园，200多名广场舞爱好者身着旗袍，手拿折扇，展示中华民族传统服

饰的魅力。 罗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