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018年， 全省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 坚决落实省委十一届全会部
署，在省委坚强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
监督， 省政府、 省政协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
下，忠诚履职，顽强拼搏，各项工作取得新进
展。 一年来，我们旗帜鲜明讲政治，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 一年
来， 我们狠抓执法办案， 收结案数创历史新
高、司法绩效创历年最佳。新收案件79.2万件，
同比增长8.7%， 结案88.7万件， 同比增长
26.6%，结案率达92.1%；结收比112%，居全国
法院第1位；其中，省法院收案1.2万件，结案
1.3万件，结案数同比增长18.2%。一年来，我们
狠抓重点工作，开展“决胜执行难战役”，主要
核心指标居全国法院前列， 最高法院周强院
长4次批示予以肯定；承办全国法院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座谈会，全国扫黑办、最高法院两次
推介湖南法院经验。 一年来，我们狠抓队伍建
设，开展“作风纪律建设年”活动，队伍面貌焕
然一新，法官年人均结案157件，399名法官结
案超过300件，45名优秀法官、14个先进集体
获得最高法院表彰奖励， 人民群众满意度评
价位居全省政法系统第1位。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确保法院正确的政治方向。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
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省法院党组开展
理论中心组学习25次、 处级以上干部学习6次。
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 健全重大事项
向省委请示报告制度， 两次向省委常委会汇报
工作，向省委请示报告重大事项101次。 召开全
省法院第一次党的建设会议， 开展系列党建活
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求法院领导干

部做到“五个表率”，法院干警牢记党员第一身
份。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肃处理违
反政治纪律的干警。

二、凸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维护我
省社会和谐稳定。重拳惩治黑恶势力犯罪。审
结涉黑恶案件896件3312人。 对恶势力主犯张
议、张华佰依法判处死刑，对重大涉黑案被告
人文烈宏判处无期徒刑， 曾宪波案入选全国
扫黑办典型案例。 坚决打击黑恶势力“保护
伞”，向监察、公安机关移送线索129条。 开展5
次集中宣判活动，发布31起典型案例。 严厉打
击职务犯罪。 审结该类案件804件1069人，其
中原正厅级以上干部13人。 陕西省人大常委
会原副主任魏民洲受贿一案依法判处其无期
徒刑。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亿
龙犯贪污受贿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依法惩治其他犯罪。 审结一审刑事案件5.5万
件7.1万人。 审结杀人、绑架、抢劫等案件6511
件7582人，对“9·12”恶性案件被告人阳赞云
依法从重从快判处死刑。 审结毒品犯罪案件
9330件1.2万人。

三、开展“决胜执行难战役”，努力兑现人
民群众胜诉权益。健全合力执行“大格局”。 省
委常委会专题听取执行攻坚情况汇报， 省政
府召开专门会议督办清理涉行政机关执行难
案， 省委政法委组织40多个单位召开联席会
议，各地党委政府出台专门文件251个。 推出
强力执行“组合拳”。 省法院开展3轮全覆盖督
导，召开14次视频会议调度。 建成执行指挥中
心，实现高效查控。 加大强制执行力度，公布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5.3万人，拘留8235人，罚款
466人， 判处拒执犯罪170人。 兑现决胜执行
“承诺书”。 全省法院共执结案件20.9万件，召
开执行兑现大会169场，执行到位金额663.9亿
元。 在湖南红网等媒体开设专栏，营造全社会
支持解决执行难的良好氛围。

四、坚持能动司法，积极保障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审结民商事案
件47.8万件，同比增长21.4%。服务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支持有核心竞争力的困难企业渡过
难关，推动“僵尸企业”依法退市。 服务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成立长沙知识产权法庭，审
结知识产权案件9545件。 开展金融案件专项
审判活动，审结案件2.8万件。服务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开展环境资源审判“春雷行动”，审
结案件2389件。助力法治政府建设。审结行政
诉讼案件2.9万件、国家赔偿案件935件。 服务
“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审查非诉行政执行
案件9423件。 积极向行政机关发送审判白皮
书，提出司法建议274份。 服务国防和军队改
革大局。 制定加强涉军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
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审执涉军案件581件。

五、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切实让人民群众
感受到司法的公正和温暖。 依法为老百姓权
益保驾护航。 审结教育、医疗、就业等关系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4.6万件。 依法保障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审结涉“三农”案件2.7万件。
常态化开展“为农民工讨薪”活动，为8686名
农民工追回工资及工程款4.9亿元。 坚决为妇
女儿童撑腰维权。 严惩拐卖、强奸、猥亵妇女
儿童犯罪798件947人，妥善审理婚姻、继承等
案件7.5万件。采取“以案说法”等形式开展“送
法进校园”活动260场。 切实为群众诉讼排忧
解难。完善诉讼服务中心建设，为4.4万名困难
当事人缓减免交诉讼费3648.5万元，发放司法
救助金1847.8万元，接待群众来信来访23.9万
人次。 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通过非诉
方式调处纠纷1.2万件。

六、深化司法改革和信息化建设，不断提
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 深化司法责任制
及综合配套改革。 建立员额法官动态调整机
制， 全年遴选员额法官426名， 退出员额239

名。 院庭长带头办案7.1万件，强化对“四类案
件”的监督。 推进省以下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和
审判团队建设， 改革经验被省委深改办专刊
推介。推进诉讼制度改革。 指导长沙两级法院
完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 审结该类
案件4725件6601人。推进繁简分流，适用简易
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办结案件29.7万件。 建立
律师调查令制度，开展律师值班、代理申诉等
试点工作。加快智慧法院建设。推进智能化办
公办案，嵌入语音识别、文书纠错等功能，有
效减轻法官事务性负担。 深入推进司法公开，
全年直播庭审1.9万场、公开文书82.2万份、执
行信息27.7万条。

七、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锻造忠诚干
净担当的法院队伍。严厉整肃作风纪律。扎实
开展“作风纪律建设年”活动，制定“十二条禁
令”，对于违反“禁令”的行为，一律先停职再
处理。 认真接受最高法院司法巡查，反馈的39
项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对下开展司法巡查，督
促整改问题178项。 铁腕惩治司法腐败。 夯实
三级法院党组主体责任，落实院庭长“一岗双
责”。 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违纪违法
行为严肃查处，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着力提升
队伍素质。 加强司法能力建设，举办培训班22
期。 建设高层次审判队伍，新增3名“全国审判
业务专家”， 评选全省法院办案能手18名、办
案突出个人22名。

八、自觉接受监督，不断改进法院工作。 全
方位报告工作。 坚决执行人大决议、决定，主动
报告工作，先后专项报告、书面报告121次。 多
渠道联络沟通。 设立代表委员联络处，向代表
委员寄送联络信封和联络卡7395个。 开展“千
名代表委员走进法院零距离监督” 专项活动。
制度化接受监督。 建立领导包案、专人承办、提
级审查、限期办结等机制，按时办结省人大代
表建议17件、省政协委员提案12件。

2018年是全省法院审判执行、司法改革任
务艰巨繁重的一年，也是1.4万多名干警撸起袖
子加油干、奋力奔跑不停歇的一年。我们发扬了
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硬仗”的优
良传统，涌现出一大批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优
秀法官。如湘潭市岳塘区法院许艳红法官，身患
癌症依然坚守审判事业，30年如一日守护公平
正义，被称为司法战线的“铁娘子”；长沙市雨花
区法院靳晓法官一心扑在工作上， 带领速裁团
队全年结案1517件，被评为“全国法院办案标
兵”； 靖州法院执行员黄平坚持公正廉洁司法，
因劳累过度因公殉职，年仅48岁，用生命诠释了
心系人民的崇高品格。他们是法院的骄傲、司法
的脊梁、时代的楷模。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全省法院工作还存
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一是司法不公、司法不廉问
题依然存在，极个别法官徇私枉法、以案谋私、
顶风违纪，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和法院形象。二是
少数法官司法理念、 司法能力不适应新时代要
求，有的机械办案、社会效果不佳，有的办案能
力不强、 审判质效不高。 三是个别法院工作不
实、管理不严，少数案件存在拖延立案、超期审
理、消极执行等问题。四是司法改革配套措施有
待于落实，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法官超负荷工
作，身心健康堪忧。对此，我们将采取有效措施，
争取各方支持，努力加以解决。

2019年，全省法院工作思路是：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十一届全会
部署， 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政
法工作会议和全国高院院长会议精神，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努力实现全省
法院工作走在全国法院前列”的目标，深入开
展“审判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提升年”活动，建
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 � � � 2018年， 全省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
绕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忠实履行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 推动全省检察工
作迈出了坚实步伐。

一、 坚持把检察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中谋划和推进， 着力为湖南高质量发展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聚焦打好三大攻坚战。 批准逮捕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
涉众型经济犯罪655人，起诉1057人。起诉虚
报冒领、套取侵吞、截留私分扶贫资金等犯罪
111人。批准逮捕非法采砂、非法捕捞、滥砍滥
伐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犯罪493人， 起诉
1608人。

服务和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 出台守护
“一湖四水”18条意见。设立湘江流域、环洞庭
湖、 环东江湖等专业化办案机构和办案组织
62个。鄂湘赣三省检察机关出台《关于加强新
时代区域检察协作服务和保障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

服务和保障湖南高质量发展。 省检察院
选派18名优秀年轻干部到长沙县18个乡镇
（街道）挂职，探索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方
式新途径。批准逮捕“砖霸”“沙霸”、强揽工
程、阻工现象所涉犯罪3525人，起诉4469人。
批准逮捕涉嫌假冒注册商标、 侵犯商业秘密
等涉知识产权犯罪111人，起诉299人。

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继续
深化联席会议、驻会挂职、走访调研等机制，
积极构建亲清新型检商关系。 监督纠正历史
形成的涉民营企业产权案件16件。

二、 积极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湖南建设，
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依法打击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共批准
逮捕各类刑事犯罪43672人、起诉71694人，其
中起诉故意杀人、 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7496
人，起诉抢劫、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20365
人，起诉涉枪涉爆涉黄赌毒犯罪19043人。

积极参与平安校园、平安医院建设。起诉
侵害在校学生的暴力犯罪和“校园贷”涉及的

诈骗等犯罪653人。起诉非法行医、故意伤害
医务人员等犯罪30人。

依法维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起诉性侵、
拐卖、 虐待留守儿童等未成年人的犯罪129
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不批准逮捕916
人、附条件不起诉360人。起诉侵害老年人、残
疾人合法权益的犯罪2546人。 帮助1085名农
民工追回“血汗钱”980余万元。

依法处理各类控告申诉信访23743件；办
结国家赔偿案件57件； 办结国家司法救助案
件401件。探索推进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经验被
中央政法委推介。

三、积极推进更高水平的法治湖南建设，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

坚决防范和纠正冤错案件。 监督侦查机关
立案979件、撤案1177件；不批准逮捕16964人、
不起诉12444人； 纠正漏捕1858人、 漏诉1799
人；对刑事裁判提出抗诉362件；对民事行政裁
判、 调解书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117件;监
督纠正侦查活动、审判活动违法4782件次。

切实加强刑事执行监督。 监督纠正判处
实刑未执行刑罚171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
执行不当3467人。变更强制措施2667人。监督
纠正超期羁押101件。对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
讯问合法性核查43件。

不断完善诉讼监督机制。 规范重大案件
提前介入和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完善检察长
列席同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 办理阻
碍律师行使诉讼权利的控告申诉54件。

四、坚持“扫黑除恶 ”与 “破网打伞 ”同步
推进，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法治的轨道
上向纵深发展

坚决贯彻“依法严惩”方针。建立督导考
核、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前介入侦查等制度。
与省公安厅联合挂牌督办30件重大涉黑涉恶
案件。起诉涉黑犯罪258人、涉恶犯罪2764人，
纠正漏捕442人、漏诉208人。

严格依法办案。 监督公安机关立案64件
183人、不批准逮捕523人、不起诉45人。

五、加强职务犯罪检察工作，继续发挥检

察机关在反腐败工作大局中的重要作用
加强与监委的工作衔接机制建设。 与省

监委联合出台《检察机关与监察委员会办理
职务犯罪案件衔接办法（试行）》。

探索建立“捕诉一体”办案机制。致力于
减少重复劳动、 强化办案责任、 提高办案质
效， 规定由同一办案组织负责审查逮捕和审
查起诉工作。

受理监委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
437件552人。依法起诉魏民洲、周国利、陈三
新等厅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24人。

六、深入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着力守
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共立案7735件， 提出诉前检察建议和发
布公告6466件，提起诉讼136件，法院一审判
决85件。

加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共立案2786件。加强食品药品安全
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立案3225件。加强国
有财产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立案1465
件。 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立案247件。针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危
害幼儿园校车安全等违法行为，立案12件。

七、持续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探索
构建更加符合司法规律的检察工作体制机制

持续抓好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体
制改革。 省市县三级检察院全部纳入省级财
政预算单位管理。 各级检察院入额院领导带
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30853件。建立健全
案件信息公开、流程监控等监督制约机制，发
挥检察官联席会议、 检察长、 检委会把关作
用，确保有序放权和有效监管。

积极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2016
年11月至2018年10月， 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程序办理案件8546件。

探索推进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
以“案件化”方式办理重大侦查监督事项1764
件、重大刑事执行监督事项3848件，督促纠正
刑事执行违法3640件。

八、坚持更高标准 、更严要求 ，加强过硬
检察队伍建设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向省委、 省委政法委报告重大事项116次。积
极配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第三巡视组的巡
视，推动问题见底、整改见效。 着力培养检
察队伍的“工匠精神”和“法治情怀”。涌现了
“全国模范检察官”谢新星、“全国模范检察干
部”张秀娟等先进典型。

锲而不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
治检。启动十九大以来的第一轮巡视巡察。完
善专项巡视、巡回督查、回访帮教制度，聚焦
关键少数和检察权运行关键环节加强监督。
以零容忍态度查处检察人员违纪违法28人。

九、 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意
识，把检察工作置于人民的有效监督之下

依法接受人大监督。认真抓好代表380多
条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邀请各级人大代
表参加视察调研、执法检查、案件评查等活动
2100余人次。

自觉接受民主监督。 邀请各级政协委员
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代表视察检察工作、
参加听庭评议等活动800余人次。政协委员提
出的11件提案全部办结。 人民监督员监督评
议拟撤案、拟不起诉等案件178件。

广泛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 共发布重要
案件信息3748条、案件程序性信息109858条、
法律文书54075份。

2019年工作安排
2019年，全省检察机关将继续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动力，推动
各项法律监督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为湖南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优更实更好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

一、旗帜鲜明讲政治，确保“刀把子”牢牢
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 继续组织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大研讨大培
训。 坚决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省
委、最高人民检察院重大决策部署，严格执行
重大事项向党委请示报告制度， 把党对检察

工作的绝对领导落到实处。
二、切实履行好维护一方稳定、守护一方

平安的政治责任。坚持“有黑扫黑、有恶除恶、
有乱治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
击黄赌毒、盗抢骗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积
极参与立体化、 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推动食品药品安全、校园安全、涉医犯罪
等重点问题治理。

三、聚焦大局、服务大局、保障大局，为湖
南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深化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守护“一湖四水”等专项行动，协同
惩治截留、私分贫困群众“救命钱”等犯罪，全
力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 保障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实施。 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企业合法权
益，加强产权司法保护。

四、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推动各项检
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加强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完善“捕诉一体”办案机制，做优刑事检察
工作。加强对虚假诉讼、执行难等深层次问题的
监督，做强民事检察工作。强化“通过诉前程序
实现维护公益目的是司法最佳状态”的理念，促
进行政机关主动纠错、依法履职，做好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加强职务犯罪检察工作，积极稳妥查
办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
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
正的犯罪。

五、坚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加快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的新时代检察工作
体制机制。全面落实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
突出专业化建设和扁平化管理。 完善检察官
动态管理制度，让不称职的检察官退出去、优
秀的检察官补进来。 着力解决检察官职业保
障问题。推进“智慧检务”建设。

六、坚持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方向，努力打造一支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
高素质检察队伍。聚焦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
手”加强监督和管理。推动检察人才在全省范
围内的科学配置、合理流动、优化使用。推出
理论学习、业务培训、实战练兵、文化建设“组
合拳”。驰而不息纠治“四风”和司法不规范问
题，以零容忍态度惩治“害群之马”。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摘登）
———在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田立文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摘登）
———在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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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荨（上接1版①）
梁华被送进县妇幼保健院时，时针已指

向正月初一凌晨1时许。 值班女医师盛黎明
和助产士邓华林，早已在产科等待。

一切有条不紊。5时2分，随着“哇”的一
声婴儿啼哭，孩子顺利降生。在外等待、心急
如焚的丈夫，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后来才知道，值班医护人员们在给
我接生之前，当晚已经接生过两个孩子了。”
梁华告诉记者。

蒋辉介绍说：“我今天上午8时来接班的时
候，看到昨晚当班的同事都十分疲惫，他们几
乎整晚没睡。一般来说，产妇晚上发作的比较
多，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一两个人值班，其他的
人都要待命，几分钟内必须赶到。”

“你们都是本地人吗？不回家过年，家人
不牵挂吗？”记者问。

“有的是，有的不是，比如今天上午负责
做剖宫产手术的杨并华副主任医师，就是娄
底涟源的，多年没回过老家过年了。家人当
然牵挂了，但必须要习惯。产科不像其他一
些科室，生孩子可不能等。这样的场景，每年
都是常态。今年过年，我们有16名产妇在床，
全体医护人员都在共同努力。”蒋辉笑着说。

记者随后拨通了杨并华、盛黎明两位医
师的电话，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家人都说
过年想我们，我们也想家人，但既然选择了
这份工作，就必须坚持。产妇母子的微笑，就
是我们最大的满足。”

“他们是天使，护我们母子平安。”采访结
束时，梁华指着医护人员感激地告诉记者。

记者一抬头， 只见产科内福字高挂、年
味浓浓，墙上贴着的“严谨、求精、奉献”几个
红字格外显眼。

荨荨（上接1版②）
当晚，家人微信群里，家庭成员排队发微

信红包，迈克手气不错，抢到几个大红包。第二
天，他购买烟花时使用微信支付，轻松解决了
兜里没带人民币的烦恼。

迈克说，中国美食繁多，让他停不下嘴。他最
爱各种馅的饺子和煎饼果子，还喜欢何家妈妈做
的酱香牛肉和素炒藕片，“湖南人真的很能吃辣
椒，每个菜几乎都有红的、绿的、黄的辣椒。”

为了照顾迈克的口味，何家妈妈每次炒菜
放辣椒之前，都会先盛出一小碗“专供”迈克。

“我以为迈克不会用筷子吃饭，事先给他
准备了一片勺子，没想到他筷子拿得比我二女
儿还要好。”像对待中国客人一样，热情的何家
妈妈每天都主动给迈克夹菜，劝他多吃一点。

而对于别人夹菜劝吃这件事，迈克最初并
不习惯，不过慢慢也能接受了，“他们是在表达

对我的喜爱。多来几次中国，或许就能懂得中
国的餐桌文化。”

迈克告诉记者，未婚妻家人很友好，三代
人组成一个大家庭，同住一套房子，每天一家
人一起吃饭，和和气气、其乐融融，这让他不可
思议，“我已经成年了，爸爸妈妈不会每天给我
做饭。”

爱打乒乓球，喜欢放烟花
正月初一，迈克跟着未婚妻一家人到乡下

祭祖， 弯弯曲曲的水泥路直通每户农家门口，
“中国农村的基础设施正在飞速提升， 我感受
到了中国乡村振兴行动的力量。”

每天午餐后，迈克的休闲方式是和未婚妻
打乒乓球，“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学打乒
乓球，喜爱这项运动。它充满挑战和乐趣，对人
的头脑及体能均有很高要求。”

每天晚饭后，迈克就领着何家妈妈的几个
孙娃娃到一楼后院燃放烟花。各式各样绚烂夺
目的烟花， 让迈克很是新奇：“在我的国家，一
年只有元旦节和国庆节两天可以放烟花。美国
烟花基本上都是湖南浏阳出口的，价格不菲。”

对于这个会用筷子吃饭，还打得一手好乒
乓球的准“洋女婿”，何家妈妈褪去了最初的顾
虑：“迈克正在认真学习衡阳字牌，努力融入我
们这个大家庭。除了语言不通，这个美国小伙
其他方面都还不错。现在交通便利，世界就是
地球村，女儿嫁哪里都可以。”

中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美食等，都深深
地吸引着这位美国小伙，“我喜欢中国这样的
大家庭，也喜欢在中国过春节。下次再来，想去
湖南的张家界看山，还想去长沙橘子洲头瞻仰
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像。中国的高速发展具有包
容气质，娶个中国老婆是很幸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