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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陆意

“老唐！今天游客很多，我们得赶快过
去看看……”

“好！马上来！”
10月20日，星期日，天气晴好。一大

早，衡阳市蒸湘区雨母山景区迎来很多游
客。

雨母山是衡阳市的“后花园”、 城市
“绿肺”，防火是关键。因担心游客上山生
火野炊， 护林员陆魁友叫上工友唐耀平，
带着灭火棒、柴刀等工具，赶往山上巡查。

陆魁友今年72岁，1978年从部队退
役后，回到家乡雨母山镇临江村，在当地
林场工作。后来，林场的山林划入了雨母
山景区。景区有20余个山头，陆魁友每天
穿梭在各山头间，要走七八公里。41年来，
他一直默默守护着这片山林，被评为敬业
奉献“湖南好人”。

走在陡峭的山路上， 陆魁友大步流
星。遇到路旁有枯枝，便上前用柴刀清理
掉。

“老陆，吃过早饭没？这么早就来巡山
啦？”几名在附近耕作的村民看到陆魁友，
热情地打招呼。

村民们向记者介绍， 陆魁友做事很认
真负责，一个烟头、一点火星都不放过。他
还是出了名的防火宣传员， 对于进入景区
的人，他会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注意防火。

每年清明节， 来雨母山祭祀的人较
多，极易引发火灾。陆魁友说，那段时间他
们最忙，一旦发现有烧蜡烛纸钱的，就守
在一旁，等火灭了才离开。

游客提着大包小包进山，是不是要野
炊？会不会在山上抽烟？村民烧田坎，会不
会守在一旁……这些问题，让陆魁友神经
紧绷。

除了防火，陆魁友还有一个任务：防盗

伐。
在雨母山数十年，陆魁友能记住哪个

地方有棵什么树。每天，他会把重点防盗
伐区域的树木与脑里景象进行比对，看是
不是少了。

上世纪90年代初， 雨母山盗伐现象
较多。有一天晚上，邻县几名村民上山盗
树， 被陆魁友和同事及时发现并制止。但
这伙盗树人非常嚣张， 眼看盗树难以得
逞，便返村喊来帮手，十几个人拿着锄头、
铲子、木棍等工具，气势汹汹来报复。

陆魁友一边与对方周旋，一边要同事
赶紧抄小道下山报告政府。当地派出所民
警很快赶来，控制了事态。陆魁友说，那一
次，自己差点从一处悬崖边摔下去。

很多人不知道，陆魁友看山护林这些
年，很长时间是义务劳动。1996年，陆魁
友所在的林场撤了， 他也没有了工作。但
他还和以前一样，每天去巡山。看到盗伐、
火灾隐患等，他依然会上前制止。

陆魁友一家主要靠种植水稻和蔬菜生
活，收入微薄。当时很多村民以为，他仍然
每月领着工资，不然怎么会“管闲事”呢？家
人也不理解， 有时候陆魁友一巡山就是一
天， 很多农活落到妻子身上。 他究竟图什
么？

“我图的就是这座青山长青！我是党
员、退役军人，守护好这片山林，给子孙后
代留下青山绿水，义不容辞！”陆魁友说，
他曾在这座山里造林抚育，山林就像自己
的孩子，一定要照顾好。

2011年， 陆魁友重新领到护林工
资———每月500元。随后，雨母山镇又聘
请他为景区保洁员， 保洁、 巡山兼顾。如
今，他每月可领到约2100元。

虽然72岁了，陆魁友对护林事业仍割
舍不了，他说：“只要我能动，就会坚持下
去！”

■点评
偶尔做一件好事容易，长期坚持做下

去就很难。 陆魁友41年坚持看山护林，且
有15年是义务劳动，更加不容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讲
奉献，就要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
心。作为一名老党员、退役军人，陆魁友将
山林当作自己孩子一般悉心看护， 不计得
失，就是因为他坚守着这样一颗心。在他看
来，给子孙后代留下青山绿水，是自己义不
容辞的责任， 工作再苦也甜， 付出再多也
值。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于振宇）记
者昨天从长沙市检察院获悉， 由该院办理的
万操、 黄云声等27人涉黑案目前已进入公诉
阶段。长沙市检察院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聚众斗殴罪、 非法拘禁
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22个罪名，对
被告人万操、黄云声等27人提起公诉，并以串
通投标罪对涉案的被告单位湖南万建工程有
限公司提起公诉。

该案是湖南省检察院、 湖南省公安厅联
合督办的涉黑案件。在该案侦查过程中，长沙
市检察院成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的专案组，
迅速指派数名检察官提前介入案件， 对案件
的侦查方向、证据收集等进行引导。今年6月

26日，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针对该案犯罪嫌
疑人数十人、犯罪事实数十笔、涉嫌罪名数十
个、案卷400多册的复杂案情，长沙市检察院
在全市检察机关抽调业务骨干进入专案组，
严格依法审查本案。

检察机关指控：1992年以来， 被告人万
操、黄云声纠集被告人李某、范某等人在常德
组建黑社会性质组织“康氏集团”，通过开设赌
场、敲诈勒索、非法采矿、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
活动敛财，通过寻衅滋事、串通投标等违法犯
罪手段强揽工程，获取了巨额经济利益；该黑
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持有枪支16支、 弹药200余
发，为非作恶，残害群众，有组织地实施了聚众
斗殴、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采矿

等几十起犯罪活动， 造成1人死亡、2人严重残
疾、多人受伤等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该黑社会
性质组织还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及利用常
德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张圣友、市公安局原副局
长彭进（已起诉）的包庇和纵容，称霸一方，在湖
南省常德市、新疆
和静地区等地形
成恶劣影响，在砂
石、 矿产开挖，工
程建设等行业形
成非法控制，严重
破坏了当地的经
济秩序和社会生
活秩序。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唐亚新 通讯
员 刘彬）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获悉，自去年
1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长沙公安机关
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行业、领域，
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截至目前共打掉涉黑组织
17个、涉恶犯罪集团41个、涉恶团伙74个，刑事
拘留1855人， 破获各类涉黑涉恶刑事案件1094

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金12.1亿元。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长沙公安机关对重大

疑难案件开展专案攻坚， 对带有黑社会性质犯
罪组织，全部实行专案侦办。同时，大力整治治安
乱源， 严厉打击在娱乐服务场所从事涉毒涉黄
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强化娱乐服务场所
监管。截至今年9月底，全市共清查娱乐场所795

家，办理黄赌刑事案件117起，刑事拘留358人；
破获毒品刑事案件947起，刑拘毒品犯罪嫌疑人
1534名，缴获毒品172.93公斤。

此外， 长沙公安加强对举报涉黑涉恶线
索的奖励力度。专项斗争以来，对举报涉黑涉
恶线索的30余名举报人，及时兑现奖励45.5万
元，有效提高了群众参与扫黑除恶的积极性。

长沙公安打掉涉黑涉恶团伙132个
破获相关刑事案件1094起

涉案27人 涉嫌罪名22个

一涉黑团伙被提起公诉

“我图的就是青山长青”
———记敬业奉献“湖南好人”陆魁友

� � � � 10月20日，陆魁友（左）在清理枯枝。
陆意 摄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
员 刘玮） 在24日闭幕的第二届全国创业培训
讲师大赛全国总决赛中， 全国共有30个项目

（个人）获奖，其中我省荣获11个，成为全国获
奖数量最多的省份。

在大赛的课程设计作品赛中，共设20个

奖项，我省有9个项目获奖，其中贺泫雅、胡
华的《评价你是否适合创业》获创业意识类
一等奖，胡玮、朱建炜的《制定利润计划》获
创业计划类一等奖。 在个人综合能力赛中，
全国有10名选手获奖， 其中我省选手有2名
（均获三等奖）。湖南省人社厅荣获“优秀组
织奖”称号。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江钻）今天，湖南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
站工程建设项目部发布消息称，全省高速公路
463个收费站的ETC网络通信设备已全部完成

安装调试。11月1日起，全省高速公路ETC系统
将与全国联网进行联调联试。

据介绍，我省作为全国高速公路ETC联
调测试第一批单位，目前正在进行ETC门架

车 牌 识 别 器 、 收 费 站 入 口 治 超 设 备 、
ETC/MTC（人工车道）混合车道等收尾阶段
建设。

今年底，我省高速公路25个省界收费站将
全部取消。明年1月1日起，全国高速公路收费
模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将形成ETC车道为
主、人工车道为辅的收费格局。

第二届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赛收官
湖南获奖总数全国第一

全省高速收费站ETC安装全部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