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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邓振川

离县城50多公里的江永县松柏瑶族乡水
美村，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这里峰回路转，山
美水美，是一个迷人的瑶山村寨。

1月18日，武警广东省总队执勤第三支队
十七中队一级警士长蒋云忐， 回江永县探望
年迈的父母，并向乡亲们报喜。就在几天前揭
晓的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评选中， 蒋云忐获
得武警部队一等奖。这一经中央军委批准，军
委政治工作部举行的评选活动，令人瞩目。值
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评选结果，武警部队中一
等奖获得者全国仅6人。

“我儿子好样的，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
望。”接到儿子蒋云忐要回家的电话，现年77
岁的父亲蒋凌科老人，激动万分，多次拄着拐
杖到村口翘首等待。他自豪地对乡亲们说，蒋
云忐是家乡山水养育出来的， 他的每一点进
步，都离不开家乡父老的关心和鼓励。

19岁那年，蒋云忐踏上南下的列车，成为
一名光荣的武警战士， 这也是他第一次离开
家乡。没想到，在部队一干就是27年。27年的

磨练，蒋云忐从一名地地道道的“瑶山娃”，成
长为一名“顶尖士官”。

回家当天，亲人、邻里闻讯赶到村口，燃
放鞭炮欢迎蒋云忐省亲。

“您儿子在部队立功受奖，不仅是他个人
的光荣，更是家乡人民的骄傲。”江永县委常
委、人武部部长王克贤紧握住蒋大爷的手，动
情地说。

在部队曾经当过炊事班长的蒋云忐， 回到
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炒几个地道的家常菜，感
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他惭愧地说：“我一年难得
回来一次，所以每次回来我都要帮爸妈干活，炒
几个父母爱吃的菜，表达我的孝心。”

据悉， 这次获奖的士官大部分执行过国
际维和、演习演练、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在
各类比武考核中斩获佳绩， 是所在单位的专
业骨干、精武标兵、训练尖子或技术能手，是
名符其实的“兵教头”“兵专家”“兵工匠”。

蒋云忐在部队27年， 一路走来也是十分
不易。蒋云忐清楚地记得，刚入伍后不久，在
一次外出执行任务时，车辆出现故障，影响了
工作任务的完成， 他因此十分沮丧。 从那时
起，他便暗下决心，一定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

“汽车兵”。 凭着这股韧劲和毅力， 蒋云忐考
取了汽车维修职业技能高级维修证书， 学得
一手高超的修车技术。 他平均每年为支队维
修车辆150多台次， 先后为部队培训驾驶员、
汽车修理员1000余名。 凭借过硬的驾驶技术
和修理技能， 蒋云忐先后两次被遴选参加海
地维和， 艰苦的磨砺锻造了他军人的勇敢和
无畏，被人称为“南粤兵王”。

“海地被联合国认定是世界最危险的地
区之一。有一次，我们驾驶车辆到有‘红色高
危区’之称的太阳城参加联合巡逻，斯里兰卡
维和部队的一辆巡逻车发生了故障， 在战友
的掩护下，我用了不到5分钟时间，就排除了
他们长时间排除不了的故障， 受到了斯里兰
卡维和人员的高度赞扬。”蒋云忐介绍说。

回想27年的历程， 蒋云忐最大的感悟就
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当兵就
要当一名最好的兵。”在部队，蒋云忐先后荣
立个人二等功4次，三等功4次。被联合国、公
安部授予和平荣誉勋章和维和荣誉勋章。被
公安部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优秀士官、优
秀共产党员。被共青团广东省委授予“优秀青
年卫士”和“青年五四奖章”荣誉称号。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孔奕 李运）今天下午，长沙市公安局
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18年长沙公安机
关食药环侦查部门共侦破食品、药品、环境
刑事案件21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34人。

2018年，长沙市公安局构建了由食药
环支队牵头，各警种协同，各区、县公安机
关参与的大侦查作战格局。 食药环侦查部
门强化刑事打击职能， 将大要案件侦办作
为主攻方向，深挖缉捕犯罪幕后组织者、获
利者和骨干分子。 全年共侦破刑事案件
214起，比2017年增长32.10%，共抓获犯罪
嫌疑人434人，已移送起诉401人。侦破了

“‘4·26’ 非法医疗美容案”“蔡某等人生产
销售假冒槟榔案”“‘4·18’特大生产销售假
酒案” 等一大批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广泛
影响的案件。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往往也是食药环
犯罪的高发期， 长沙公安机关食药环侦查
部门将进一步加大查处打击力度， 维护市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企业的合法权益。”长
沙市公安局食药环支队支队长张国斌介
绍， 食药环侦查部门将加强与有关职能部
门的协调联动， 全面强化案件侦办和打击
整治措施， 力争将食药环安全隐患消除在
萌芽状态。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整理

冬日照耀下， 位于桑植洪家关的贺龙故
居显得安详静谧。门前清波粼粼的玉泉河，川
流不息。

91年前，就在这玉泉河边，3000多名勇士
在贺龙的领导下，从其故居前坪出发，开拔桑
植县城，打响了桑植起义的枪声，拉开了创建
湘鄂边苏区的序幕。

贺龙，北伐名将、原国民党军军长，曾是
蒋介石、汪精卫许以高官厚禄、争相诱惑拉拢
的重要对象。然而，在大革命陷入低潮、意志
薄弱者选择背叛退缩的黑暗时期， 素怀救国
救民理想的他，却“逆流而上”，毅然选择了革
命的道路。他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并在起义
部队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 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遭遇
失败后，贺龙辗转到达上海，主动向党中央请
缨返回湘西开展武装斗争。 他慷慨陈词：“国
民党骂共产党是洪水猛兽， 我贺龙把他看作
是救星。就是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着共产
党走到底！”

党中央同意了贺龙的意见， 并成立了以
周逸群为书记的中共湘西北特委。1928年初，
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全国通缉的危险，贺龙、

周逸群一行到达鄂西监利， 与贺锦斋等率领
的工农武装会合， 并领导发动了荆江两岸年
关起义， 为日后在这一地区进行武装割据打
下重要基础。

2月29日，贺龙、周逸群率领湘西北特委
20余人到达桑植县洪家关， 立即着手武装起
义筹备工作。凭着在家乡的声望，贺龙集合了
南昌起义失散后的部队，大姐贺英、胞妹贺满
姑的农民武装， 湘西北特委散入桑植的队伍
以及北伐前的旧部共3000多人， 建立了工农
革命军，由他本人任军长，贺锦斋为师长，下
辖两个团。同时，组建了中共桑植县委。

4月2日，桑植起义正式发动，工农革命军
由洪家关出发，兵分3路，向县城进军。不到1
个小时，起义部队一举歼灭守城团防武装，夺
取了县城， 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城头高高飘
扬。第二天，湘西北特委在县城隆重举行庆祝
大会，成立桑植县革命委员会，开始轰轰烈烈
的土地革命。

桑植起义爆发后， 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惊
恐， 很快组织兵力向桑植进犯。1928年4月中
下旬，敌军向桑植县城和洪家关进袭，工农革
命军奋起反抗，但由于敌军兵力强大，工农革
命军首战失利， 县城和洪家关被敌占领。此
后，苦竹坪一战又失利，起义部队损失惨重。

周逸群率一部转移到鄂西石首， 组织鄂西特
委，领导洪湖地区的武装斗争。贺龙则收拢失
散的400余人，在桑植、鹤峰边界重整队伍，坚
持游击斗争。

当年6月， 贺龙瞅准时机率部与敌作战，
取得小埠头葫芦科伏击战胜利， 然后重新攻
下洪家关，收编部分地方武装，使工农革命军
恢复到1500多人。 又经过与敌人的几轮拉锯
战，在中央的指导下，工农革命武装加强了党
的领导，成立了湘西前敌委员会，部队改编为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9年2月， 集结到桑鹤
边界的杜家村再次整编， 正式改称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军。

1929年6月， 红四军由鹤峰南进桑植，再
次攻占桑植县城。此后，红四军先后取得桑植
南岔、赤溪河大捷，为桑植起义的最终胜利奠
定了基础，红四军发展到4000余人。至此，桑
植、鹤峰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以桑植、鹤峰为
中心的湘鄂边苏区正式形成。

“桑植起义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建立，拉
开了湘鄂边地区武装割据的序幕， 为湘鄂西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为中
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利用、 改造地
方武装提供了宝贵经验。”省委党史研究室负
责人如是评价。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黄俊峰 邹晴

新年前夕， 以林开为首的横行于宁乡
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宣告覆灭。 被告人林开
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犯
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9年。宁乡市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吴欣介绍，这是长沙地区首起
由法院主动排查出恶势力犯罪集团线索并
推动案件侦破的案件。

法官质疑： 普通刑案还是
黑恶势力犯罪集团

2017年间，宁乡城区发生多起持械聚
众斗殴、寻衅滋事事件。宁乡市公安局立案
侦查，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林开、蔡洋、舒某
文、宋水、杨斌等人，并移送宁乡市人民检
察院，该院于2018年6月到10月，分别以林
开、蔡洋涉嫌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舒
某文涉嫌聚众斗殴罪， 宋水等涉嫌聚众斗
殴罪， 杨斌涉嫌聚众斗殴罪等4起案件向
宁乡法院提起公诉。

这4起案件被分到刑事审判庭两名法
官手中。分到林开案的是有30多年审判经
验的一名女法官。她研究案卷时，一句话跃
入眼中———“我们‘开家军’成员在……”这
句话令她眼前一亮。 这个带有帮派意味的
称呼，是不是黑恶势力犯罪集团？而此前，
林开等聚众斗殴案件并没有纳入到检察院

“扫黑除恶”台账中。

法院出具补充侦查建议函
承办女法官将情况汇报给了刑庭庭长袁

晓河。“叫林开么？”林开这个名字，袁晓河不是
第一次听到， 觉得背后有可能涉及到黑恶势
力犯罪，遂立即向院党组报告。院党组指示：进

行系统性排查，全面深挖该集团犯罪线索。
刑庭法官对所有案卷材料再次进行阅

卷摘要，对被告人的犯罪细节进行讯问。随
着散落在各个案件中的细节被一点点搜
集， 以林开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逐渐浮
出水面。原来，宋水、舒某文聚众斗殴的事
实与林开、 蔡洋所涉聚众斗殴罪所指控的
系同一事实。 起诉到宁乡法院4起案件的
被告人均属于同一有明显首要分子的犯罪
集团，其中林开为该集团“老大”。该集团有
相对固定的成员及组织层级， 在宁乡城区
实施了多起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等暴力犯
罪。 检察院起诉书仅有该集团有预谋实施
的一起犯罪事实的指控， 存在遗漏其他犯
罪事实的情况。

得出初步结论后， 宁乡法院立即向宁
乡市检察院出具补充侦查建议函， 同时向
宁乡市“扫黑办”进行专门汇报。

涉恶犯罪集团成员被一网打尽
宁乡市检察院接到补充侦查建议函

后，立刻联系宁乡市公安局进行补充侦查。
公安局将该集团成员全部逮捕归案， 并补
充了大量新的证据。

根据补充侦查结果， 宁乡市检察院变
更了起诉书，追加了林开等人的犯罪事实。

2018年12月20日，以林开为首的涉恶
犯罪集团成员接受审判。法院审理查明，自
2017年1月以来， 以林开为首要分子的涉
恶犯罪集团组成了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
以暴力手段在宁乡市城区共同故意实施了
多起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造成较恶劣的社会影响，依
法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最终， 首要分子林开被判处有期徒刑
9年；主犯蔡洋获刑3年4个月、舒某文获刑
2年8个月、宋水获刑3年4个月、杨斌获刑6
年10个月。

从“瑶山娃”到“南粤兵王”
———记武警部队一等奖获得者、湖南籍武警蒋云忐

桑植起义：创建湘鄂边苏区民族魂 奋斗曲
———三湘浩气壮河山

长沙公安严打食品药品环境犯罪
去年破获刑事案件214起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全林海）今天，株洲市纪委监委发布
消息， 该市湘江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
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沈平，九方中学原党委
委员、副校长周亚娟被“双开”。此前，经株洲
市委批准，株洲市纪委监委对沈平、周亚娟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沈平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
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使用公款
吃喝，违规收受红包礼金；违反组织纪律，
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生活纪律；
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且数额特别巨大， 滥用职权给国
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涉嫌受贿、滥用
职权犯罪。

经查，周亚娟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
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他
人红包礼金；违反廉洁纪律，违规在民办学

校入股获利、 兼职取酬； 违反国家法律法
规，参与违规设立“小金库”，用于违规发放
福利，利用职权侵占教育资源，致使国家利
益遭受重大损失； 单独或伙同他人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 非法占有民办学校财物且数
额巨大，涉嫌职务侵占、滥用职权犯罪。

沈平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丧
失，对党纪国法毫无敬畏，对党不忠诚、不老
实，利用职权大肆敛财，且在党的十八大后
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周亚
娟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纪法
意识淡薄，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且在党的十
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
重。根据有关规定，经株洲市纪委常委会、市
监察委委务会研究并报株洲市委批准，决定
给予沈平、周亚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
涉案款物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株洲2名处级干部被“双开”

扫黑除恶进行时
� � �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宁乡市人民法院不仅审案
判案，还主动排查线索，推动案件侦破———

恶势力团伙覆灭记

助退役军人就业
1月23日，嘉禾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给退伍军人介绍就业信息。当天，该县举行

退伍军人专场就业招聘会，5家企业提供了100多个工作岗位，为2018年度的退伍
军人送上就业“大礼包”。近年，嘉禾县不断搭建退役士兵交流平台，通过宣传就业
政策、介绍用工信息、落实培训措施，有效拓宽了就业渠道，使大部分退役军人实
现了在本地企业就业。 黄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