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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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7月 28日讯 （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雷文明 吴多拉）26
日上午，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举行新闻
发布会，集中通报了46名终身禁驾人
员名单、 事故多发路段整改情况，并
曝光了一批突出违法车辆、高危风险
运输企业和典型事故案例。

在此次通报的46名终身禁驾
人员中，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
犯罪的有马昌海、 向超胜等33人，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
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有万仁
来、向贵寅等13人。公安交管部门
已将这46人列入黑名单实施动态
监管， 一旦发现其中有人再次申领
机动车驾驶证，系统将自动锁定，不
予办理相关业务。

截至目前，今年省道路交通安全
委员会挂牌督办的36处道路交通事

故多发路段和高风险路段， 已有8处
初步整改到位，其中，郴州市、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进度较快，辖区督办
路段整改工程已全部完成。

今年5月以来， 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通过建立“五大曝光”常态机制，已
梳理筛选并曝光全省突出违法车辆
74台、高危风险运输企业60家、终生
禁驾人员200名，公布事故多发路段、
高风险路段8处， 省道安委挂牌督办
全省事故多发路段和高风险路段36
处，曝光典型案例13起。今年上半年，
全省一般程序道路交通事故同比均
下降20%以上，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形
势稳中向好。

下一步， 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将
进一步加大路面执法力度， 严管重
点路段、重点车辆，严查重点违法，
营造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求助家长： 我儿子现在上小学
五年级， 他6岁之前是由姥爷姥姥在
老家带大， 上小学时回到我们身边，
一开始孩子还是讲道理的，可是这一
年他变得特别蛮横霸道，稍不如意就
大哭大闹，有时甚至威胁我们要离家
出走。为此我和老公也试了一些强硬
性措施， 可是孩子似乎更变本加厉
了。请问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彭萍：孩子的每一种行为下面
必然有他不能表达的情绪和感受。家
长要清楚，蛮横不讲理、哭闹、威胁家
人，意味着孩子或恐惧害怕，或委屈
愤怒，或悲伤失落，家长应该先跟孩
子进行情绪联结，跟他共情，并且倾
听他的诉说。 如果急于纠错矫正，收
效甚微， 有时会遭到孩子强烈的抗
拒，家长和孩子往往会两败俱伤。

有些家长，尤其是隔代抚养，从
小对孩子就娇惯溺爱，无限制满足
所有要求。孩子所有的行为都是习
得的，他会把这种无限制满足等同
于家长爱自己，反之就是不爱自己，
就会失望伤心。一切负性情绪下面
都有“未满足的期待”，父母一定要
看到，并清楚孩子到底要什么。

从你孩子的成长过程来看，孩子
自小离开母亲由姥爷姥姥在老家带
大，又回到父母身边读书，经历了两
次大的分离焦虑， 比较缺乏安全感。
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会有很多负
性情绪（失落、悲伤、恐惧、担心、愤怒
等），还会认为自己不好（不可爱），不
值得父母喜欢和爱，会想方设法找安
全感———要么是讨好父母家长，要么
是什么都要按自己的来，大哭大闹各
种威胁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孩子自小情绪常受到压

抑，一般第一次爆发就是在10岁至12
岁。这也是你孩子这一年变得蛮横的
原因之一。 首先家长一定要淡定，要
反省自己在孩子教育中的缺失，从头
做起，补足功课，给予孩子无条件接
纳。家长要经常陪伴孩子，并反复告
诉孩子：我爱你，仅仅是因为你是我
的孩子，无关你的表现。让孩子充分
感受到父母安全、稳定的爱。还可以
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你可以做得
更好一些；我相信你，你能够处理自
己的难题；如果你做错了，我相信你
能够从错误中学习……充分让孩子
感受到父母对他的重视和信任。

总而言之，对孩子的问题,先解
决情绪,再解决问题。人类的情绪表
达反应模式是从家庭中习得的，父
母与孩子之间的互动关系常会影响
到孩子以后的情绪表达方式和反应
方式。 家长首先要正确表达真实的
情感， 另外也要特别重视孩子的感
受表达。首先当孩子有情绪时，家长
要跟孩子共情，而不是急于讲道理。
其次家长要教会孩子为自己的感受
和情绪负责，并去调整自己的情绪。
再次家长要教会孩子正确的表达自
己的感受，表达的焦点要放在自己的
身上，而不是在别人身上。比如当孩
子看手机被父母抢走以后，可以教孩
子跟父母说：我刚打开手机没看几分
钟，我的手机就被你抢了，我很恼火。
对于不会表达的孩子，家长要学会教
孩子把情绪通过文字写出来，或者是
唱歌，或者是转化为动能。

专家简介：彭萍，湖南大学副教
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湖南
大学心理中心心理咨询督导。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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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小霸王”怎么办

湖南又有46人被终身禁驾

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微档案】
王进新，男，1963年4月出生 ，一级教师 。从事

农村义务教育40年。 现任津市白衣镇金林小学校
长，任教语文、数学。曾获“常德市扎根农村优秀教
师”“津市市车胤教育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

【故事】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王进新，一位56岁的

普通乡村教师， 用40年的时光， 践行着这样的信
念。他和他的同事，一点一点拼，一点一点积攒着
幸福感，让津市最破烂的村小变成了最美的村小。

7月23日，大暑，天气炎热。记者驱车来到津市
白衣镇金林小学。一进校门，忍不住惊呼：“好漂亮
啊。”正前方，是修缮一新的教学楼。左边是设施齐
全的幼儿园，右边是整洁干净的食堂。绿树如茵。
耀眼的阳光下，塑胶跑道格外引人注目。

你会想到吗？7年前，进门看到的是3座高高耸立的
祖坟。一到清明，烧纸放鞭炮的人川流不息。祖坟边，搭
了一个棚子当食堂，没有围墙，风吹雨打。所谓的幼儿
园，也只有几块黑板和一些被淘汰的破旧课桌。

1979年，16岁的王进新高中毕业来到金林小学
教书。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待了33年。他感慨：“再穷不
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个口号诱人啊，但落实
起来，真的难。特别是乡村学校，更难。”

金林小学的转机出现在2012年。这一年，王进
新担任金林小学校长。校长是一所学校的总管，也
是一所学校的希望。他下决心“旧貌变新颜”。

当时， 正值撤点并校和实施农村薄弱学校改
造计划。 金林小学作为津市最艰苦的乡村小学之

一， 被撤并的可能性很大。 但金林村又是人口大
村，学校一撤并，孩子们上学就成了大问题。

“留住学校，留住孩子。”这成了王进新最大的
心愿。靠什么留住？筹资建校，建一座“新金林”。

为了筹资，王进新变成了一块“牛皮糖”。东奔西
跑，向上争取、找企业讨、找乡亲们捐，筹集300多万
元。不少爱心人士主动为学校捐赠物资，送来饮水机、
电风扇、电脑、电铃、空调……

最让人头疼的迁坟，也解决了。他与村干部一
起，跑遍了安乡和津市6个乡镇，找了100多人，多
方协商，苦口婆心，终于得到祖坟后人的理解和同
意。3座坟墓被迁走。

为了节省开支，他又变成了“守财奴”，把每一分
钱都用在刀刃上。整个暑假，他都泡在工地上。白天当

工匠，晚上守材料，干得比谁都多，却分文不拿。
一砖一瓦“拼”出了幼儿园、食堂和宿舍，教学

楼、透视围墙、跑道焕然一新，校园铺上了草坪，种
上了绿树。 金林小学完成了从最破旧乡村小学到
津市最美乡村小学的华丽蜕变， 顺利通过了常德
市合格小学和常德市合格幼儿园验收。

津市白衣镇中学副校长卜涛说：“王校长是一
个实在人。为人诚实，干事扎实。没有他这么拼，金
林小学也许就不存在了。”

金林小学教的是1至4年级学生。汤幺英全家4
口人都先后在王进新手下读过书， 大儿子在哈尔
滨工程大学读研，小儿子在白衣镇中心小学读5年
级。汤幺英说：“王老师教了几十年书，一直没变。
他把学校的事、学生的事，扎在了心里。”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主办

拼出来的幸福
———记津市白衣镇金林小学教师王进新

� � � � 7月 23日 ，
王进新（左一）冒
着酷热进行家
访。

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到我省督导以来，
全省上下认识一致、步调一致，各地对中央督导组
通报反馈的问题担当尽责，一手抓即知即改、立足
“当下改”，一手抓标本兼治，着眼“长久立”，使全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效， 受到了中
央督导组的肯定。

以交办案件为突破口协同作战
全省各地以中央督导反馈的问题、 交办的案件

为突破口，加大督办推进力度，一批大案要案相继侦
办，一大批涉黑涉恶犯罪分子落入法网。省委常委、长
沙市委书记胡衡华亲自挂帅督办“11·07”套路贷涉
黑涉恶系列案，7月16日，长沙市公安局对“11·07”特
大套路贷系列涉黑涉恶专案先后进行了3次收网，共
打掉涉黑涉恶团伙18个，刑拘189人，解救受害人185
人，给套路贷以沉重的打击和威慑。岳阳市委书记刘
和生挂帅督办“7·24”专案，目前，该案已到案508人，
其中涉黑涉恶人员91人。

督导整改涉及面广，既是攻坚战，又是整体战，全
省各级政法单位与行业主管部门形成统一思想认识，

既抓大案要案，又抓小恶小案，及时惩治群众身边的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省卫健委联合长沙市， 对省会
140余家医院进行清理摸排，对“号贩子”“黑诊所”加
强行业监管、专项治理。郴州“4·11”套路贷案，全市公
安部门联合多省市打掉跨4省多市的涉案团伙6个，抓
获犯罪嫌疑人50余人。 张家界市政法单位联合市文
旅广电体育局深化“铁腕治旅”专项行动，改善了旅游
治安秩序。督导整改使全省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持续
保持下降，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得到进一步加强。

抓捕与清查整改同步进行
深挖犯罪线索与彻查利益链条同向发力，坚

持抓捕涉案人员与清查涉案财产同步进行，依法及
时查封、冻结、扣押、处置、追缴涉案财产。各地公安
机关均建立了专案资产清算核查团队， 对现行侦破
涉黑涉恶案件进一步加大财产的追缴、 没收力度，

“打财断血”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中央督导
以来，长沙市共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11.5亿余元，
岳阳市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4.2亿元。

紧盯行业监管不力、行业乱象整治不力，采取
有效措施解决重审批轻监管，坚持边打边治边建，
完善常态化监管机制。 岳阳市开展重大案件侦办

“回头看”，对“7·24”专案中发现的工商、渔政、航
道、海事、水务、建设等职能部门行业监管漏洞下
发整改意见书，督促行业监管履职到位。益阳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部署开展了征地拆迁领域扫黑除
恶专项整治行动、 矿产资源开采违法违规行为专
项整治行动，目前该市22个石煤矿全部关闭到位。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得到夯实
下大力气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严查村

干部破坏选举、 优亲厚友、 侵吞集体资产等违纪行
为，夯实基层党组织。长沙市将社情民意复杂、信访
举报多、查处违纪违法干部较多的127个村（社区）基
层党组织纳入2019年整顿范围， 对32个打掉黑恶势
力的村（社区）进行挂牌，派出工作组驻村整顿。怀化
市对21个涉黑涉恶村实行挂牌整顿，夯实基层基础。
岳阳排查确定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72个， 调整撤换
违法违纪村（社区）干部134人。邵阳、益阳、怀化等地
扎实推进村(社区)干部违纪违法和涉黑涉恶专项排
查，健全“凡进必审”制度，加大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
力度。 张家界市统一招聘大学毕业生担任贫困村便
民服务员，加强后备干部培养，着力解决农村“空心
化”、村干部队伍“老龄化”等问题。

坚持担当尽责 注重标本兼治
———全省各地加大督导整改推进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