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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战士也有大作为”
——
—记“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王喜
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今年6月中旬，高考刚结束不久，云南麻栗
坡县大街小巷的橱窗内就贴满了征兵海报，一
位胸前挂满勋章的彝族战士发出号召：好男儿
当兵去！
海报上的主人公，是武警湖南省总队永州
支队机动中队特战排中士班长王喜。为做好征
兵宣传，5月上旬，王喜的家乡麻栗坡县人武部
不远千里来到中队采集资料，邀请王喜做家乡
的征兵形象代言人。
一个战士缘何有如此大的 魅 力 ？奋 斗 的
青春最美丽，入伍7年来，王喜多次在军事比
武中斩获桂冠，圆满完成反恐处突、抢险救
援等重大任务30余次，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
功1次、三等功2次，荣获第十九届“中国武警
十大忠诚卫士”， 去年被共青 团 中 央 表 彰 为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上演了一部精彩的
“士兵突击”。

“当兵就要当好兵”
著名的老山前线， 就位于王喜的家乡。那
时，王喜的父亲就是一名担架队民兵。
在
“老山精神”激励和父辈言传身教影响下，
王喜从小就在心中种下了从军报国的种子。
好事多磨：18岁那年， 王喜第一次入伍体
检，因静脉曲张被刷了下来；翌年，又因患重感
冒再次与军装擦肩而过；第三年，父亲查出癌
症晚期，弥留之际，嘱咐他一定要去当兵。带着
父亲的遗愿，2011年底， 王喜终于拿到了入伍
通知书。
初入警营时，王喜已经过了20岁，柔韧性、
灵敏度等身体素质比其他人差了一大截，经常
拖班里的后腿。搞训练，动作要领记不住，基础
体能跟不上，第一次三千米长跑，跑到一半就

差点坚持不下去了， 在战友的连拉带拽下，才
勉强跑完全程。
“当兵就要当好兵。”为了尽快提升军事素
质，他一次次给自己打气鼓劲：“我行，我一定
行！”正是这种执念，他不断给自己开“小灶”，
不停地“自找苦吃”，每天比别人提前半小时起
床，推迟半小时休息，连节假日也要和训练场
较劲：跑步，他系上沙绑腿、穿上沙背心;做俯卧
撑，他在背上绑了两块砖头;射击瞄准训练，他
在枪管吊上装满水的水壶，第一个端枪最后一
个放下……
时间久了， 不仅虎口堆起了好几层老茧，
胳膊也肿了一大圈。战友们形象地说，看王喜
脸庞变黑的速度和胶鞋磨损的程度，就知道他
付出了多少。

“当兵就要当一名敢上战场的兵”
心里装着战场，眼睛盯着战斗。每次维稳
处突，王喜总是当“尖刀”、打头阵。
2014年10月8日上午， 永州市珠山小学的
三楼阳台上，一名歹徒劫持一个孩子与警方对
峙，咆哮着要将人质从三楼扔下。
“一枪击毙歹徒容易，但孩子们看到血腥
场面，可能会留下心里阴影。”考虑再三，支队
领导决定索降突袭。可教学楼没有适合索降的
支撑点， 为避免歹徒发现也无法使用保险绳，
而且稍有不慎就会触碰到楼旁的高压线，难度
超乎想象。
“谁有把握完成索降？” 支队领导经过考
虑，决定派平时训练成绩突出的王喜执行这次
任务。
不畏艰险，舍生忘死，“当兵就要当一名敢
上战场的兵”。 就在歹徒企图将人质推下阳台
的瞬间，王喜用力一蹬4楼阳台外墙，利用惯性
突入3楼阳台，两脚死死夹住人质，顺利将歹徒

和人质分离。与此同时，抓捕队员飞身扑向歹
徒，将其制服。
现场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好样的！也有
关心他的战友， 说他不要命， 王喜咧嘴一笑：
“情况紧急，没时间想这些，就是担心小孩会受
到伤害。”

“当兵就要当有情怀的兵”
王喜始终怀着一腔战友情。他在密切内部
关系教育讨论发言中说道“战友情是杯白开
水，虽然清淡却最能解渴”。
七年时间， 王喜与战友建立了深厚的情
谊。每当战友有困难时，他总会在第一时间靠
上去。下士魏顺阳家境贫寒，母亲每年看病要
花费掉大量的医药费，家里入不敷出、举步维
艰。中队开展捐款活动，王喜第一个捐出省吃
俭用存下的1000元。
今年春节，按照计划，王喜本被安排在春
节休假，但当得知士官朱常学准备利用春节期
间回家相亲时， 他主动与其调换休假时间，让
战友回家过一个美满的春节，而这已经是他因
担负春运执勤任务而没有回家跟亲人团圆的
第七个年头了。
不仅如此，王喜心里还装着一份对人民的
爱，他情注第二故乡，把驻地百姓的冷暖疾苦
始终放在心上。
当从战友口中得知失学儿童廖花、廖琴姐妹
的遭遇，王喜在自身家庭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至今
还定期资助她们生活费；春运执勤中，他带领
“橄
榄绿”小分队照顾老弱病残孕，为旅客提供方便；
在
“全民国防教育日”和
“军营开放日”，王喜和战
友一道为师生宣讲国防知识……
正如他所说，“我们小战士， 也有大作为，
更有大担当。作为一名军人，就要有情怀、不忘
本，永怀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服务之责”。

强军兴军新征程

“老班长”斗贫记
通讯员 何云雄
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周小雷

“老班长，恭喜你当老板了！”
“谢谢！ 我在村里开了一家饰品公
司，产品销往南非、赞比亚等非洲国家，
开工4个月已经发出3批货了。”
“八一”建军节快到了，最想念的是战
友。江永县松柏瑶族乡盐下井村退伍军人
欧阳文平日前接到战友打来的电话。
今年60岁的欧阳文平，1978年入伍，
1982年带着八级伤残退伍。他个儿不高，
但腰板挺直，如今，这位伤残退伍军人在
花甲之年绽放人生第二春。
“家在山区，很穷，但必须面对。”退
伍后，欧阳文平走过的路并不平坦，种过
田、 当过乡村代课老师、 在广东打工11
年，但因自身残疾，工资比别人低，拼搏
了半辈子，仅维持温饱。
“贫困不是天注定的， 虽然快60岁
了，但也要拼一把。”2013年，扶贫好政策
落实到各村各户， 欧阳文平办理无息贷
款4万元，买回39头牛，一心一意搞起了
养殖。
通过县里举办的养殖培训班， 欧阳
文平前往湖南农业大学学习掌握了防病
治病、饲养管理等专业技术，并通过实践
摸索出一套养牛“秘诀”，养牛数每年成
倍增长。2017年，欧阳文平养牛230头，总
产值150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卓韬 刘佳宾

“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收受他人
现金，造成很坏的影响，我感谢组织的
挽救……”
8月6日，说起自己的行为，永州市
宁远县房产局测绘事务所原所长皮某
十分悔恨。 宁远县纪委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因违反廉洁纪律，皮某被处以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2012年，居民郑某在宁远县城购买
了一栋两层房屋，但一直没有办理过户
手续。 到2017年7月，郑某才来到县房产
局准备将手续办齐， 领取不动产登记
证。
但是， 郑某的房屋在初次登记后，
又加建了半层，实际测绘面积比原房主
房产登记面积多了40平方米左右。 按照
规定，郑某要想完成过户，领取不动产
登记证，必须先补好规划手续，由原房
主办理实际面积的不动产登记证后，再
进行过户。 整个过程需要补缴上万元手
续费，并花费较长时间。
此时， 郑某想到了自己的老朋友、
在县房产局测绘事务所工作的皮某，请
他为自己出具与房屋初次登记测绘面
积相同的测绘图纸。 皮某答应了，郑某
承诺给他一些“辛苦费”。
2017年8月的一天下午， 郑某来到
皮某家门口，等待其下班。 皮某回到家
门口后，郑某随即将4000元现金交给皮
某，请他尽快出具测绘图纸。 皮某没有
拒绝，将钱收了下来。 几天后，皮某将自
己出具的与郑某房屋初次登记测绘面
积相同的测绘图纸，送到了县房产局不
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9月，郑某办理了
不动产登记证。

“午间门诊” 贴心服务
8月9日13时，长沙市文艺路街道袁家岭西南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职工在享受免费的健康服务。当天，
该中心开设职工
“
午间门诊”，免费为辖区职工提供贴敷贴、拔火罐、测血压、穴位按摩、针灸康复等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微建议助推打通“
断头路”
湖 南 日 报 8 月 9 日 讯 （记 者 陈 昂 昂 ） 长沙市区

的古曲路南北两端各自通车十多年， 却因圭塘河
隔断成了“断头路”。省政协委员通过提交微建议呼
吁后，“断头路”的打通终于有了新进展。近日，相关
职能部门回复，打通“断头路”的跨圭塘河桥梁工程
将于不久后开工。
古曲路北起芙蓉区古汉路， 南至雨花区劳动路，
是一条重要的南北向城市次干道。由于圭塘河的拦腰
阻隔，而且路段分属不同辖区，不足8公里长的古曲路
被分割成古曲北路、古曲中路和古曲南路。附近居民
如果要到古曲南路，需要沿着朝晖路往东走到浏阳河
大道，再前行至长沙大道辅路，本来相距仅为500米的
古曲中路和古曲南路，却需绕行2公里。
“古曲路南北端的车辆与行人都要绕道万家
丽路与长沙大道，给出行者带来极大不便，也加剧
了万家丽路与长沙大道的拥挤。”今年1月25日，省

政协委员、省扶贫办副主任张智勇实地勘察古曲路
后，通过政协云的微建议栏目提交了“将长沙市古
曲路南北连通，建设跨圭塘河桥梁”的微建议。
该微建议得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芙蓉区发改
局回复称，建议修建的古曲路南北两端的连接桥横
跨圭塘河，是属于跨区桥梁，需由芙蓉区、雨花区共
同出资完成。 根据 《长沙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
法》， 该桥梁建设项目须由市级规划部门先统筹规
划后，芙蓉区和雨花区根据方案分别负责各区域内
的建设。目前，古曲路（朝晖路-沿河路），已纳入
《雨花区2018年政府投资建设工程项目计划》，“我
局会在市、区两级政府的指导下加强对接。”
长沙市工务局工作人员表示，旨在打通“断头
路 ”的 朝 晖 路（古 曲 路 -沙 湾 路）道 路 工 程 ， 已 于
2018年4月完成环境评估，连接朝晖路和火焰路的
跨圭塘河桥梁工程不久将开工。

“正是有了党的好政策，才使我的辛
劳有了回报。”欧阳文平说。
欧阳文平脱贫不忘带动乡亲。2016
年， 欧阳文平帮村里3户贫困户赊销种
牛，免费指导技术，联系销路。如今，3户
贫困户一举脱贫，每家养牛存栏数近100
头。
2017年， 欧阳文平考虑到村里有大
量留守儿童。“如果村民 能 在 家 门 口 赚
钱，这样就能照顾小孩，岂不两全其美？”
欧阳文平与小儿子、儿媳商定，依托女儿
在广东的公司，在村里办个厂。为此，欧
阳文平还一次卖掉200头牛，解决资金问
题。
就这样，欧阳文平的公司办起来了，
注册资金200万元，专门生产非洲妇女佩
戴的饰品。“新员工由公司负责培训，签
合同后，公司提供原材料，实行计件工资
制。”欧阳文平介绍，“现在，有100多名农
村 妇 女 在 家 里 上 班 ， 而 且 60% 是 贫 困
户。”
“以前在外地打工每月工资4000元，
现在同样有这个数， 还可以照看家里老
小。”村民周小芳激动地说，“和家人在一
起，比什么都好！”
“目前，村里一些在外打工的妇女陆
续回乡进厂， 今年公司产值预计将达到
160万元，获纯利超过30万元，争取到年
底员工超过200人。”车间里，欧阳文平掩
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法治故事

钻“买卖不破租赁”法律空子
唐某搞假合同阻碍房屋拍卖被拘留并罚款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黄戌娟

收取“辛苦费”
纪律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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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湘潭县人民法院对串通他
人伪造租赁合同试图阻碍房屋拍卖的被
执行人唐某，作出司法拘留15日并罚款1
万元的决定。
2014年8月，唐某向某银行申请贷款
63万元， 以其位于湘潭县易俗河镇的两
层门面作为抵押房产。2016年2月， 唐某
未偿还借款本金，也未支付利息。该银行
向法院起诉，法院作出判决，由唐某偿还
银行借款本金63万元及利息， 如唐某未
按期履行清偿义务， 银行对该抵押房产
拍卖、 变卖后的所得价款在借款本金63
万元及其利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2018年5月，该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湘潭县法院对抵押房产进行查封
并准备拍卖。6月， 案外人张某作为执行
异议申请人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请求
解除对抵押房产的查封，并停止拍卖。张
某的理由是，唐某在2013年7月已将该抵
押房产租赁给了他，租赁期限为18年，并
已支付租金45万元，目前合同尚未到期，
法院拍卖该房屋不能影响租赁合同继续
履行， 且张某作为承租人依法享有房屋
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法官在审查执行异议过程中， 发现
该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长， 而且一次性
支付租金45万元也不符合常理。于是，法

官与张某进行沟通， 并告知作伪证的法
律后果，张某承认这个合同是假的，是唐
某为了规避执行而故意为之， 真实的租
赁合同是2013年7月开始至2018年6月
终止，租赁期限为5年。鉴于张某主动承
认错误，法官对其予以训诫，未追究其责
任。 对于指使和串通他人作伪证妨碍法
院执行的唐某， 依法作出司法拘留15日
并罚款1万元的决定。拘留期间，唐某写
下悔过书承认错误， 并表示将积极配合
法院执行，偿还银行欠款。
目前， 该案抵押的房产已挂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
该案执行法官说，《合同法》第229条
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
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也就是
说，租赁房屋产权即使发生转移，原租赁
合同对承租人和新房主继续有效。 唐某
与张某签订虚假租赁合同，就是想钻“买
卖不破租赁”的法律空子。因为在执行拍
卖中，如果被拍卖的房屋已经出租，竞拍
人即使竞拍成功， 其对房屋权利的行使
也会受到租赁合同的限制， 这极大地影
响了房屋拍卖的成功率。 故在现实生活
中，个别被执行人为了规避执行，串通他
人签订虚假的房屋租赁合同， 让房屋处
于租赁状态而影响房屋拍卖， 妨碍法院
执行。这种行为明显触犯法律，必将受到
法律惩罚。

东方红小学获全国青少年
英语教育戏剧总决赛一等奖
湖南日报 8 月 9 日讯 （记者 王茜 通
讯 员 范 烨 ） 日前，第九届“希望中国”青

少年英语教育戏剧全国总决赛暨首届中
英双语文化艺术节在北京举行。 长沙高
新区东方红小学的参赛剧目《花木兰》代
表湖南省获得一等奖, 同时东方红小学
被评为“希望中国”青少年英语教育戏剧

研究院示范基地。
此次大赛， 全国共有20余个省份地
区，500余个剧目参加，60多个优秀剧目
晋级全国总决赛。此次获奖的《花木兰》
剧目由13个小演员一人分饰多角共同完
成， 以豫剧的形式歌颂了巾帼女英雄花
木兰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