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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能陪在她身边，看着她成长，这是我最
大的心愿。”43岁的花垣县石栏镇雅桥村绣
娘龙春玉，已返乡在家陪伴女儿快2年了，今
年女儿即将小升初。 因为能见证着女儿成
长，龙春玉十分高兴。

穿针、挑线、绣花，返乡的龙春玉在村里
从事古老的苗绣。如今，这项具有民族特色
的技艺， 已经让花垣许多外出女性回家，给
村里的孩子找回了妈妈。

办公司只为家乡未来

在石栏镇，有一家集苗绣培训、生产、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公司———湘西七绣坊苗服
饰文化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湘西七绣坊”）。
公司于2017年7月成立，“让妈妈回家” 是公
司创立的初衷。

“留守儿童”是湘西大山村子里的普遍
现象，一些村庄甚至全体孩子留守，如石栏
镇的雅桥村。2017年， 湘西七绣坊创始人田
永兴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外事办退休
后，回到家乡雅桥村定居，深入了解这些情
况后，她为家乡的未来担忧。

当年7月，公司一挂牌，田永兴就制定了

一个“让妈妈回家”苗绣培训计划。她3次上
门到苗绣传承人石玉香家中， 请求传授技
艺。她还千里迢迢远赴浙江、广东等地，网罗
苗绣技术骨干，动员在外务工妇女回乡加入
苗绣生产，实现指尖创收，减少留守儿童。

孩子有了妈妈陪伴

2017年7月11日，第一期培训课上，就有
从浙江、广东返乡的40多位妇女。

花园镇兴龙社区绣娘万菊娟，儿子出生
后就去了外面打工， 直到儿子上小学二年
级，她与儿子始终聚少离多。儿子学习成绩
不好，这让万菊娟越来越不安心，听说家乡
正招聘绣娘， 从小就懂苗绣的她不再犹豫，
为了儿子回到了家乡。 现在每天下班后，万
菊娟就能看到儿子， 弥补了多年的想念之
苦。儿子在母亲的陪伴下，学习也安心多了。

石栏镇董马村村民向隆艳有3个孩子，
为了生计， 她和老公不得不多年在广州打
工。后来，向隆艳回乡参加了第三期绣娘培
训，现在毎月收入3000元。她说：“我回来陪
伴，对孩子们很重要。”

石栏镇目前培训了858名绣娘，其中356
名留守儿童的妈妈实现返乡。孩子有了妈妈
守护，老人也不再孤独。

原来显得空荡荡的雅桥村，如今时时传
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让小村充满了生机。

产业兴带来万家兴

为了吸引更多妈妈回家，湘西七绣坊还
帮助花垣县双龙、吉卫、补抽等5个乡镇培训
绣娘骨干，兴办“让妈妈回家”苗绣合作社20
家，从事苗绣人员达6000多人。

2018年， 山东济南市槐荫区对接湘西
七绣坊，共建东西部协作扶贫车间，在岩科
村、石栏村各建了一个“让妈妈回家”苗绣
扶贫车间。 这一年， 湘西七绣坊实现产值
600多万元， 有了让更多妈妈回家的底气
和召唤力。

今年2月以来， 田永兴多次到石栏镇的
各村，“一对一”帮扶98个留守儿童，除了给
孩子们困难慰问金外，还把他们当中有潜质
的纳入“绣娘青苗”培训计划，一直帮扶到就
业。至今，该计划已纳入20名留守儿童。

目前，花垣县委、县政府加大“非遗苗
绣+扶贫”产业开发力度，承接沿海地区产业
转移，不断增加就业岗位，大量在外务工年
轻父母“回流”，留守儿童由2015年的2.3万
多名减少到现在的6000多名，产业兴助1万
余个家庭实现了回乡脱贫的梦想。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
员 金娜)6月12日上午，天下着大雨。在邵东
县委组织部办公室，该县88岁的高怡兴老人
将5万元郑重交到组织一组组长赵达权手中，
以此作为“特殊党费”，表达他对党的感激之
情。

高怡兴生于1931年6月， 是邵东县第二
人民医院退休医师，1979年入党。 高怡兴
1949年11月参军，1950年10月入朝作战，在
部队曾立大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转业后先后
到黑龙江铁道兵农垦局职工医院、 邵东县廉
桥卫生院、邵东县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在单位

多次立功受奖。
高怡兴坚持一辈子做好事， 尽可能服务

社会、帮助别人，坚持为廉桥敬老院五保老人
送钱送物33年，2016年被评为邵东县第二届
“道德模范”、邵阳市优秀共产党员。

“我在旧社会是个受苦的穷孩子，我今天
所有的一切都是党给予的。党的98岁生日快
来了，我将攒下的部分工资用来交纳党费，实
现了我多年来的愿望，我感到很高兴。”高怡
兴说，“我决心在有生之年把社会公益事业继
续做下去， 不忘初心跟党走， 牢记使命再前
行。”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白培生 通讯员 胡素芳

“黄书记，方荣铺村干部主动清退了公款购
买烟酒、重复领取电话费补助等款项，钱已经上
缴镇经管站账户。”“书记，我们村也存在违规公
款开支问题，正在组织清退……”

近日， 资兴市蓼江镇纪委书记黄学武陆
续接到一些村干部的电话， 对方在电话里主
动承认违规公款开支的错误， 并报告清退违
纪款项等村级财务整改的情况。

这一幕的“背后推手”，是一份案件通报。
4月24日， 资兴市纪委监委北乡片区工作

组在蓼江镇龙虎村开展例行交叉监督检查时，
发现该村5名村干部在每月领取固定电话补助

的情况下， 享受了公款办理的320元／年的手
机套餐。 查实后，5名村干部受到问责处理，其
违规享受的费用被清缴。

4月29日，蓼江镇党委下发通报，曝光了龙
虎村一案，并要求各村全面排查整改，坚决纠
错纠偏。于是，出现本文开头的一幕。

“村级财务管理是群众关注的焦点、信访
举报的热点，龙虎村一案的办理，给了群众一
个交待。

同时， 一纸通报引发全镇村级财务全面
整改，也是用‘身边事’警示教育‘身边人’的
一个成功案例。”黄学武告诉记者。

目前该镇8个村正在全面开展村级财务
“回头看”，已整改问题27个，清退资金2万余元。

邵东老党员交5万元“特殊党费”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通讯员 赵小笠
田晨 记者 张斌）“事业的顺风顺水让我从自
信变成自负，是我的贪婪导致了现在的后果，
我追悔莫及……”6月6日， 在临湘市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庭庭审现场， 被告人何新君含泪
的陈述警醒了在座的每位旁听者。

据了解， 该案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 由岳阳市纪委监委指定临湘市纪委监
委审查调查的首例涉嫌为犯罪分子充当“保护
伞”案。临湘市纪委监委组织全市公安、水利、
交通、 自然资源等重点执法部门关键岗位的
70余名负责人旁听庭审过程，现场接受警示
教育。

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至2016年期间，
被告人何新君利用担任岳阳市河道采砂管理
处副主任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长江水域非法
采砂谋取利益，单独或通过其哥哥何薛君（另

案处理）非法收受陈某某、王某某给予的财物，
共计人民币21万元，涉嫌充当黑恶势力“保护
伞”。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受贿罪追究何新君
刑事责任； 何新君明知他人从事犯罪活动，仍
为他人提供便利、通风报信，充当“保护伞”，根
据有关规定应从重处罚。该案将择日宣判。

庭审过程中，旁听人员认真倾听，真切感
受到法律的威严和违纪违法的惨痛教训。“今
后一定要更加珍惜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廉
洁从政，廉洁执法，坚守底线。”临湘市交通运
输局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张海刚感慨地说。

“分类组织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是为
了提升廉政教育实效， 让旁听人员深刻认识
到犯罪后对本人、 家庭及对组织和社会造成
的严重后果， 这也是对党员干部关心和厚爱
的体现。”临湘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叶罡向记者介绍。

岳阳一涉“保护伞”案开庭审理
70余名关键岗位干部现场旁听

一份通报引发全面整改
村干部接连主动纠错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
讯员 郑丹）6月12日上午， 长沙市天心区生
态环境、城管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区内
涉气重点信访件进行排查与联合执法，当场
查封了2家企业违规作业的喷烤漆房。

联合执法队第一站到了天心区大托铺
街道浙兴彩钢公司，还没走进厂房，就闻到
一股油漆味，里面一位工人在只安装了一台

排气扇的简易烤漆房内给钢板上色。联合执
法队当场对烤漆房进行了查封，并下发整改
通知书。“接到群众举报后， 我们已3次上门
做工作，要求企业整改，但企业负责人一直
在违规作业。” 大托铺街道环保专干王燕告
诉记者。

随后联合执法队来到长沙品格环保设备
有限公司，这家企业也在进行违规喷漆作业，

联合执法队当即查封了该公司的烤漆房，并
下发了处罚通知。 联合执法队还对黑石铺街
道鑫灿钢铁、高士鑫仓库进行“回头看”，两家
企业无喷漆痕迹，只保留了仓库的功能。

据了解，今年来，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天
心区对涉气信访件开展大排查。目前，已对
69起涉气信访件进行了排查，并已全部处置
到位。“接下来，我们还将不定期对涉气企业
进行‘回头看’， 以削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量，进一步提高全区环境质量。”天心区生态
环境分局监察大队大队长肖宇君表示。

天心区对涉气信访件开展大排查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肖祖华 见
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吕游 刘结连 )日
前，邓某某掌掴中巴车司机案在新邵县人民
法院宣判，被告人邓某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4年。

4月3日12时许，被告人邓某某在新邵县
汽车总站搭乘中巴车回家，车内有司乘人员

及乘客共16人。车辆行进中，邓某某因座位
问题与司机陈师傅发生口角，便冲上去对正
在驾驶车辆的陈师傅打了一耳光。陈师傅赶
紧刹车将车停稳，随后报警。

4月17日， 新邵县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邓某某作出批准逮
捕决定，并起诉至新邵县人民法院。

新邵县检察院负责办理此案的检察官
介绍，刑法第114条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下
发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
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指出，“尚未造成
严重后果”的相关犯罪行为，适用刑法第114
条规定，并强调“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一般
也不得适用缓刑”。因此，法院一审对邓某某判
处有期徒刑4年属于法定量刑范围。

新邵乘客掌掴中巴车司机获刑4年

“让妈妈回家”
———湘西七绣坊关爱留守儿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