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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渠清淤保供水

5万元司法救助金
温暖困难当事人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通讯员 谭
丽 孙小娜 见习记者 彭婷) 丈夫遭遇
交通事故，对湘潭市民刘青(化名)和女
儿来说是不幸的，但检察部门的司法救
助又如春风般， 给予母女俩温暖。10月
14日，在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检察院帮助
下， 成功申请到5万元司法救助金的刘
青非常感动：“我会将这笔救助金用到
孩子的学习上，把她培养成才。”

刘青因身体不好，一直没有稳定的
工作，女儿读高三，一家三口的生活主
要靠丈夫许某支撑。

今年3月26日， 被告人粟某酒后驾
车，在岳塘区一企业厂区内行驶，与处
于行驶方向左前方的许某发生相碰及
碾压，许某经抢救无效死亡。4月2日，交
警部门认定，粟某承担全部责任。然而，
粟某家庭困难，无赔偿能力，事后一直
没有向许某家属赔偿。许某的突然离世
对其家庭是灭顶之灾，一时间，母女俩
的生活陷入困境。

承办案件的岳塘区检察院检察官
赵晨了解情况后，向许某家属及时告知
司法救助政策及申请救助所需材料。8
月20日，许某的女儿许某某向岳塘区人
民检察院提交了司法救助申请书。考虑
到许某某学习紧张，赵晨提前一步开展
工作，仅用一天半时间就完成了案件审
查。8月21日，许某某的司法救助审批手
续报到岳塘区委政法委。

救助金到位后，岳塘区人民检察院
第一时间把5万元救助金交给刘青。

“谢谢，谢谢，这份救助金对于我们
无疑是雪中送炭……” 困境中得到帮
助，让刘青和女儿看到了曙光。

挪用公款5940余万元
被告人姚正斌一审获刑12年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见习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薛亮)身为单位出纳，8年间利
用职务之便累计挪用公款5940余万元，
至今仍有751万元未归还。10月12日，武
陵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
告人姚正斌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
12年，责令限期退赔款项751万元。

法院审明，被告人姚正斌系原常德
市国土资源局武陵分局财务股副股长
兼出纳。2011年5月第一次挪用公款24
万元后， 又前后4次从单位账户挪用资
金342.8万元用于证券投资， 并利用资
金的回转空当、通过虚列的发票等手段
侥幸躲过检查。2016年10月， 姚正斌挪
用公款参与网上赌博，2年多时间，他先
后挪用公款53次，金额达4484.83万元。

今年3月，姚正斌事发被查。调查发
现，2011年至案发， 姚正斌利用职务之
便先后82次，从原常德市国土资源局武
陵分局拆迁账户等4个账户累计挪用公
款5940.925万元， 其中4484.83万元用
于网络赌博、342.8万元用于证券投资。
6月20日， 姚正斌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
职，依法移送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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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杨娟

71岁的方福清没有在家颐养
天年。10月14日，记者见到他时，他
正在和村民商量成立稻米加工厂的
事情。年逾古稀的他，还在为帮助村
民致富出谋划策。

2018年，方福清在村里发起成
立生态农业合作社， 种植的生态稻
米，售价较往年翻了一番。

1948年，方福清出生在辰溪县
长田湾乡方家湾村（现合并至长田
湾村），教了一辈子书，用村里老人
的话说，村里50岁以下的，几乎都
是他的学生。

2004年，方福清从长田湾中学
退休，回到村里居住。

退休后，他带着村民修建道路、
整治环境、创办乡贤讲堂、开设农家
书屋、成立生态合作社，倾力改善家
乡面貌。今年4月，他被评为诚实守
信类“湖南好人”。

“我有一个承诺，要用一生去兑
现。”方福清告诉记者，当初教书时，
他就立下誓言：改变家乡落后面貌，
帮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薪火相传，教书40余年，用知
识强村。如今在村里，不论老少，都
亲切地称他“方老师”。

2005年，乡里领导找到方福清，
希望他担任乡关工委主任， 他二话
没说就答应了。整章建制，建立乡、

村两级关工委组织， 发动全乡“五
老”和乡贤参与到关工委工作中。

原方家湾村是个典型的“留守
村”。方福清在村里创办农家书屋，
把全村留守儿童组成读书小组，定
期指导他们读书学习。 建篮球场，
置乒乓球台，装羽毛球架，带领孩
子们开展各类体育活动。组织“五
老”和乡贤走进课堂，给孩子们上
励志课、传统文化课、道德教育课
和法治课。

在外务工发展的家长们， 看到
自家小孩健康快乐地成长， 纷纷给
方福清打电话、发信息表示感谢。

方福清在全乡发起“金秋助学”
行动，自己带头捐款捐物，还发动本

乡在外企业家等爱心人士参加捐资
助学活动，先后帮助30余名贫困学
生完成学业。

过去， 方家湾村的道路泥泞不
堪，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一到
刮风天，垃圾满天飞。

村里商量筹资修路， 修路款让
谁管理？后期建设由谁负责？村民们
第一个想到了方福清。

“群众信任我，我就要尽心尽力
把事情干好。” 方福清既当管理员，
又当施工员，两个月的时间，一条宽
敞的水泥公路贯通全村， 实现户户
通公路。 后来， 村里又要修建一条
400多米的硬化机耕道，钱不够，他
拿出自己的积蓄15万多元垫进去。

路通了，村民挣钱的门路也多
了，家家户户开始修建漂亮的新楼
房。村民方万进感慨地说：“方老师
教书时服务学生， 退休后服务村
民，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实事。”

近年来，方福清研究推广稻田
养鱼、生态水稻种植。“方老师每次
都是自己先试验，有了经验再教我
们怎样种养。” 村民方世好在方福
清的指导下，发展了2亩稻田养鱼，
今年稻谷加稻花鱼收入达到5000
余元。

“方福清对别人慷慨，但他却
和老伴住在老旧的木屋里，实在令
人敬佩。” 村党支部书记方福文这
样评价。

“乡亲们生活变好是我最大的
心愿。” 方福清对记者说，“奉献家
乡，服务村民，我会一直干下去。”

■点评

方福清从教40余年，培养学生
几代人。退休后，不忘初心，始终记
着心中的承诺 ，用实际行动 ，为家
乡的发展继续发光发热。

一句话 ，一辈子 ，方福清对家
乡的那片土地爱得深沉, 心里装着
乡亲, 才无怨无悔地做好事、 干实
事,改变家乡的面貌。

他无私奉献、教书育人,诚实守
信、服务群众 ,深得群众爱戴。这是
乡亲们对他的最高奖赏。

湖南日报记者 郑旋

一个简单干净的白色布袋，上面
印着的字格外吸睛： 为地球减负。打
开布袋，一台测霾仪、一包测水试纸、
一个便携式音箱，还有垃圾分类卡片
盒，很好辨认。

这是张运和出门必带的“行头”。
近日，记者在长沙市岳麓区林海社区
服务中心见到张运和，他刚结束垃圾
分类进小区的公益宣讲，一身“行头”
还没来得及放回家。

与一般退休老人不同，今年65岁
的张运和没什么兴趣爱好，唯独喜欢
做环保，是长沙市首批两型公益宣讲
员。问其原因，他挠了挠头，说：“与小
时候的经历有关。”

从小在浏阳农村长大， 十五六岁
时，张运和受村子里邻居长辈的影响，
经常跟着他们寻捕打猎。有一次上山，
他们在一处石缝里发现野猫， 正当准
备瞄准捕杀时，张运和愣住了。

“当时，野猫已经受伤，肚皮下还
护着3只小猫崽，并喂着奶。”那一幕，
让张运和的内心受到强烈冲击，他不
自觉放下手中的猎枪，并意识到应该
保护野生动物。

不只保护野生动物，大学毕业分
配到浏阳市农业局工作后，张运和开
始关注水污染问题。“年轻时候也喜
欢下河捉鱼，可后来，眼看着河水一
天天被污染，鱼儿越来越少。”于是，
张运和下决心，一定要干点事。

凭着一双脚，张运和走遍浏阳河
水系近1000公里，实地勘查河流污染
情况。观察、检验、记录，拍照取证，将
问题整理成册……期间，他经历几次
惊魂。

“有一次乘船渡河时， 经过一片
回水湾，水流急，不小心就翻船了。”
幸好，张运和习水性，没出意外，一身
湿透回到家，他才后知后觉：“当时要
是死了，只怪自己太执着。”

一份执着，让张运和坚持从事环
保调研、 环保宣传等志愿服务达34
年。

2012年，他撰写了12000字《浏
阳河生态环境现状与保护对策调研
报告》，详细记录浏阳河两岸支流、沿
岸企业、各类污水、畜禽污染、生活垃
圾、渣土入河、有害物种、植被现状，
引起政府部门高度重视。

2014年，退休后，他从浏阳迁居
长沙， 又开始深入湘江长沙流域调
研。上至坪塘巴溪洲，下至捞刀河口，
他拍下一万余张照片， 既为取证，也
是记录。

后来，张运和自掏腰包，将300多
张照片制作成环保展板， 到处巡展。
不仅如此， 他还想方设法到社区、学
校、单位免费开展环保公益讲课。

“环境保护， 意识教育更重要。”
张运和没想到， 自己的热心行动，实
施起来也有难处。有所学校，他一直
想去讲环保课， 但去了几次都没讲
成。

“也正常，人家没搞清楚，以为讲
课是为了拿点讲课费，或者要推销什
么。”面对误解，张运和总是心平气和
地解释， 别人见他连水都不喝一口，
慢慢相信他的来意。

近年来，张运和免费开展环保宣
传讲座1000余场，听课人数累计达20
余万人次。垃圾分类、使用手帕、使用
菜篮……他不仅用言语，更用行动践
行环保理念。

水资源节约利用， 拒绝一次性用
品。张运和一家每年只用水80多吨，每
年累计少使用塑料袋3000余个。 在他
的影响下，家人全部成为手帕一族。

“环保应该从生活点滴做起，用自
己的行动去影响他人。”去年，因劳累
过度，张运和中风住了院，捡回一条命
后，他又开始继续讲课。他说：“只要还
能走动、能讲话，我就会坚持下去，让
更多人参与到环保队伍中来。”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唐世日

� � � �名片
车力维，男，1997年生。2018年7月

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体育专业，
任教于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凌江
完全小学 。教学之余 ，免费开设吉他
社团，点亮了瑶山孩子的音乐梦想。

故事
� � � � 今年9月，22岁的车力维骑着摩
托车，绕过一座又一座大山，回到江
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凌江完全小学。
山窝窝里沉寂了一个暑假的小学又
飘出了吉他声。

“手指拨弦的时候不能翘得太
高。我按着你的手，你再弹。对，这样
才正确。开始，弹！6、5、4、3、2、1……”
在一间老旧的木板房里，车力维耐心
地纠正一名男生的指法。男生叫赵钰
雄， 家是大瑶山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赵钰雄告诉车老师：“一个暑假没
有摸吉他了，手真的痒了。”

这个暑假， 车力维也没闲着。体
育专业毕业的他在江华一中训练校
篮球队， 参加永州市第二届俱乐部
U15男子篮球邀请赛，一举夺得冠军。
一年前，车力维来到这所只有53个孩
子的小学任教，除了体育，他还教语
文、英语和音乐。这学期还增加了品
德、科学和美术。

“推开门就是大山，房间漏雨，水泥
碎块从发霉的天花板簌簌地掉……”回
想一年前刚到凌江完全小学的第一
晚，他彻夜未眠，暗暗发誓：现状是可
以改变的，不能让大山阻隔孩子与山

外世界的联络。他给老师宿舍装上了
WIFI，换掉了教室残破的玻璃；教孩
子们踢足球打篮球，组建了32人的合
唱团去参加县里的艺术节；把家里的
架子鼓搬来， 把原有的音箱修修补
补，鼓捣出了这个“麻雀学校”史上最
热闹的“六一”文艺晚会。

还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呢？车力
维发现，好几次自己在宿舍里弹吉他
时，孩子们在门外偷听，等他打开门，
他们又一哄而散。他想：何不成立个
吉他社团，教孩子们弹吉他呢？

吉他从哪里来？学校最缺的就是
经费，农村的留守儿童买不起。车力
维自掏腰包网购了4把吉他， 带领孩
子们把一间小杂物间腾出来做教室。
免费的吉他社团一下吸引了12个孩
子报名。

设想总是很美好。吉他社团一开
课，车力维就懵了：好些孩子连吉他
都没见过，也没乐理知识。他从吉他
的结构部位，怎么识谱，哪根弦代表
哪个音讲起，进展非常缓慢，练习又
单调乏味， 好几个学生打起了退堂
鼓。咋办？车力维争取到镇艺术节吉
他表演的机会，先给乐感好的同学训
练，再由他们示范，进行扫弦突击训
练，孩子们兴趣大增。车力维牺牲自
己的休息时间， 放学后耐心地教，在
镇上和县里的艺术节上，零基础的黄
盛宇连连获奖。 围观的群众惊叹，没
想到大瑶山里也有这样的人才。

大瑶山里的孩子聪明呢。车力维
给孩子们拍照片、录视频、拍微电影，
他们唱起来、跳起来，校园里的笑声
一天比一天响亮，课堂也一天比一天
活跃。辗转多个学校，最后申请回到
老家当校长的赵元胜看在眼里，喜在
心里。赵元胜告诉记者：“小车虽然年
轻，但有才华有能力，是个搞教育的
好苗子！”

凌江完全小学离县城3个多小时
车程。因路的原因，公交车停开了，老
师也少了一个，学生剩下47个。车力
维说:“只要我在校一天， 就要让吉他
社团存活下去，让山里的孩子在音乐
中找到快乐。”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老百姓的故事

瑶山飘扬吉他声
用一生兑现一个承诺

———记诚实守信类“湖南好人”方福清

张运和：一生所系为环保
� � � � 10月17日，资兴市杨
洞水库的工作人员在巡
渠。近3个月来，资兴市有
效降水极少， 兴宁镇坝洞
水库水源枯竭， 致使兴宁
片区近5万群众饮水困难。
10月中旬，该市紧急启动
杨洞水库向兴宁片区供水
预案， 组织工作人员及时
巡渠清淤， 疏通备用的杨
洞干渠兴宁段， 保障群众
正常生产生活用水。

朱孝荣 摄

10月17日，工作人员在资
兴市杨洞干渠兴宁段清淤。

朱孝荣 摄

10月14日， 方福清在农家书屋辅导留守儿童学习。 杨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