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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周仁 徐建新 丁国平

今年33岁的何正伟，自2010年从部队
退役后， 在益阳南县劳动监察工作岗位上
一干就是8年多。今年7月，他被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评为“全国人社服务标兵”。

熟悉他的人都说，何正伟身上，有一股
常人不具备的韧劲和拼劲， 这得益于他曾
经的军旅生涯。不管是作为一名军人，还是
作为一名执法者， 他凭着一种忘我和执着
的追求，躬行于自己钟爱的事业，用行动诠
释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质变从被侦察连长挑出来
的那一刻开始

2004年，刚满18岁，来自益阳南县的
何正伟应征入伍。

“你，那个大个子，对，就是你，站在这
边来。”刚下送兵列车的何正伟，新军装上
的大红花还未摘下， 便被一名上尉军官从
新兵队伍里挑了出来。

得知自己是被侦察连长相中， 被抽调
到伞训示范班的那一刻， 何正伟突然觉得
自己刹那间成熟了。

凭着过硬素质， 何正伟成为同年兵中
最早参加跳伞的幸运儿。新兵结束后，何正
伟如愿分到了侦察连。在那里，练体能、练
业务、练技能，他从没落下一项。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何正
伟所在部队奉命参加抗震救灾。5月13日
凌晨， 作为首批到达灾区震中的空降兵战
士，他带领本排35人组成救援小组，冒着
余震的危险，积极搜救幸存生命。

走到绵竹汉旺镇中心小学门口，突然听到
废墟里有微弱的哭泣声， 透过瓦砾的缝隙，他
看见一位已经身体僵硬的年轻老师保持着生
命最后的姿态，护卫着依然哭泣的两个学生。

“一定要救出这两个孩子！”何正伟和
战友们顶着余震仔细勘察现场后发现，孩
子所在的位置太深，不能盲目施救。整整一
晚，他守在废墟边，不停地和他们说着话，
通过小小的缝隙给孩子喂酸奶、 喂葡萄糖
水，维持着两个孩子微弱的生命。

天一亮，何正伟指挥战士们迅速施救，
大家小心地用木头撑起水泥板，锹挖坏了，
撬棍断了，就用双手抠、用双手刨。5个小
时后，10位战士用血肉模糊的双手将两个
孩子救出。休息5分钟后，何正伟带领战士
继续奔向另一个灾情地点展开营救。

因为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 何正伟
荣立二等功。

一等功成为他军旅生涯最好
的总结

何正伟是同年兵中的“获奖专业户”，
不仅连续五年被评为“优秀士兵”，而且从
三等功到一等功拿了个遍。

2008年11月，经个人申请，支部推荐，
层层考核选拔后， 何正伟光荣地被选中参
加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阅兵任务，并担
任空降兵徒步方队第一排面一班班长，协
助中队领导和教员管理并组织排面训练。

“最难忘的是2009年9月18日，正式阅
兵前的最后一次全员全装演练。”回忆起往
事，何正伟说，当时由于训练靴底部的钢钉
突出，脚板被扎穿，鲜血浸透了靴子，“我告
诉自己千万不能掉链子， 最后咬牙坚持到
演练任务圆满完成。”

“有人说，只是一次演练而已，何必这
么拼。其实说这话的人不知道，我在部队学
会的不仅是军事技能， 更重要的是一种精
神，遇到困难不往后躲、遇到突发情况不乱
阵脚，这才是好兵。”何正伟动情地说。

2009年10月1日， 何正伟和战友一道，
以最优秀的状态，接受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
的检阅，“现在回想起来，整个过程我一点印
象都没有，因为精神高度集中，满脑子想的
都是按规定动作做好，圆满完成任务。”

阅兵结束后， 何正伟荣获个人一等功
一次。

脱下军装依然不改军人本色
2010年3月，何正伟退役回到地方。一

年后，他走上劳动监察工作岗位。
“按照政策，我原本可以选择去省城或者

市区工作，但是，全家人都支持我回到老家南

县，为家乡父老服务。”何正伟说，“一个好兵，
不管是在战场，还是在地方，都能发热发光。”

何正伟说到做到。他连续7年被评为局
先进个人，2016年获得全市劳动监察工作
先进个人。

2016年11月，30余名四川籍农民工来
到南县劳动监察局维权。原来，他们在某乡
镇电网改造工程工地做事几个月， 包工头
不仅没有支付工钱， 还把所有人赶出了工
地。身无分文的他们回不了家，步行十几公
里才赶到县城。

得知情况后， 何正伟第一时间与乡镇
有关负责人取得联系， 敦促工作人员及时
调查处理，并个人拿出600元，帮助大家暂
时解决吃饭问题。

接下来的日子里， 何正伟带领队员赶
赴乡镇，经过多次交涉，终于为农民工们讨
回了15万余元工钱。当农民工颤抖地接过
钱，粗糙的汉子们眼冒泪花：“何队真实在，
我们遇到了好人。”

厚厚的20多本笔记，记录着他8年来为普
通劳动者维权的足迹， 也换来他化解纠纷零
差错的业绩。8年来，他凭着退伍不褪色的军人
本色，情系于民、时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工作态度和作风，成功为云南、安徽、四川、重
庆、 吉林等外省市籍农民工处理突发欠薪案
件7起， 涉及工资金额810余万元， 人数1120
人，协调处理劳资纠纷56起，协调金额540
余万元，被亲切地称为劳动者的“保护神”。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黄玲）今天，
长沙市望城区“最美退役军人”表彰大会举行，区内10名
“最美退役军人”受到隆重表彰，他们的事迹感动了雷锋故
乡，充分展现出“退役不褪色”的军人风采。

68岁的谭桂辉，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舍生忘死，退役
后在工作中义无反顾用身体堵住氨水,抢救国家财产，冲进
火海抢救生猪，用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66岁的李国良，用
红色传承教育子女，儿子李代伟成为一名消防战士，在衡州
大厦特大火灾中壮烈牺牲；64岁的高国良， 曾在一次战斗中
用身体护住弹药，失去一条腿，回乡后任职镇残联副主任，跑
遍百余家企业单位, 为辖区残疾人筹集善款；58岁的胡丙炎，
带领群众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将村组从卫生“十差”变为各地
争相观摩学习的“最美村落”，荣获“中国好人”荣誉称号；42
岁的阳志国，带领退伍军人自发组建应急救援队，哪里有危
险就冲向哪里，2017年特大洪水中，15个昼夜转移280多人
次，与武警官兵在洪水中接连救起11人……

据了解，望城区“最美退役军人”评选活动由望城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望城区文明办联合发起举办。

文旅融合发展成效初显

全省文化和旅游局长
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周东平 ）今天，全省文化和旅游局长座谈会在长
沙召开。随着机构改革顺利推进，我省文旅融合
发展成效初步显现。今年一季度，全省文化和创
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479.55亿元 ， 占 GDP比重
5.75%。上半年，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3.9亿人次，
同比增长11.43%；实现旅游总收入4380.27亿元，
同比增长16.13%。

今年上半年， 我省启动全省文化和旅游产业重
点项目和重点企业数据库管理平台建设， 截至6月，
全省在建重点文化旅游项目 351个、 总投资达
5796.06亿元。随着文旅融合十大区域、十大项目、十
大活动深入推进，我省旅游演艺势头强劲，更多文物
保护单位、博物馆、纪念馆和非遗传习场所纳入旅游
线路，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大王山文旅小镇等文旅集
聚区发展， 湘赣边和大湘西地区三大环线等文化旅
游精品线路有效助力脱贫攻坚战。 文化贸易扩大，1
月至5月， 全省出口文化产品80.5亿元， 同比增长
72.9%。

下半年，我省将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创
作展演一批重点作品； 召开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大会，出台相关实施意见；评选十大文旅地标、十
大文旅小镇、十大文旅企业，出台配套政策进行重点
扶持等。

长沙市一中学生
获国际化学奥赛金牌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余蓉 ）在刚刚结
束的第51届国际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长
沙市一中高三学生杨景程夺得金牌。这也是长沙
市一中学子在国际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上
获得的第11枚奖牌。7月31日，记者在长沙市一中
见到了载誉归来的杨景程。

在很多老师的眼里，杨景程“文理兼修”。杨
景程文学素养很高， 在校园朗诵比赛拿过特等
奖，还曾经代表湖南“杀入”过“2015中国汉字听
写大会”全国决赛。他的数理化成绩一直不错，化
学竞赛之路是从高一正式开始的。他说：“我感
觉化学比较有趣，而且也想要尝试挑战一下。”

一旦要做， 就要做到极致。 在教练王治斌的
眼里，杨景程非常自律，对学习有很强的规划性
和执行力。高中三年，杨景程坚持给自己制定一
日一计划，就算遇到的学习问题很难解决，他也
绝不拖到第二天。为了练好实验技能，杨景程能
把同一个实验反复做上10多遍，直到实验产品能
达到满分要求。

正是因为努力、 坚持， 杨景程从刚开始以擦
边成绩进入全国化学冬令营，到以第三名的好成
绩成功入围国家队，并捧回了国际金牌。他选择
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就读：“高中阶段已经
划下了句号，我想给自己一个新的挑战！”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通讯员 单明海 记者 严万达）7
月30日，宁远县仁和镇双全岩村退伍伤残军人胡德中，接过
当地政府送来的慰问金，感动不已。

宁远有拥军拥属的光荣传统。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
际，该县积极开展拥军拥属慰问活动，对退伍军人、革命功
臣等重点优抚对象开展慰问工作并发放“八一”建军节慰问
金。该县四大家领导和各乡镇、街道对退役军人功臣模范、
烈士遗属、伤残军人、现役军人家属等12种对象进行走访慰
问，共发放慰问金479.82万元。

为防止慰问金被挪用、占用、优亲厚友，该县退役军人
事务管理部门加大慰问对象的审查力度， 对优亲厚友的一
律严查严办，确保专款专用。

强军兴军新征程

一个好兵，在哪都能发热发光

“最美退役军人”
感动雷锋故乡

宁远发放拥军拥属
慰问金479万余元 “模范双拥”唱赞歌

7月30日晚，嘉禾县演艺中心，军民在表演诗朗诵《禾仓军魂》。当晚，该县举行“模范双拥”群众文艺晚会，通过歌
舞、小品、大合唱、快板剧、诗朗诵、器乐演奏等形式，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军队和人民，抒发军民一家亲的鱼水深
情。 黄春涛 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3367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78
487
5275

5
10
72

1892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9302
58569

270
135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7月31日 第2019088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1178739 元
01 2006 10 12 15 16 21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31日

第 2019205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30 1340 844200

组选三 815 446 363490
组选六 0 0 0

5 00

何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