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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聂沛 唐曦
通讯员 陆意 曾晓姣

“妈妈，我想爸爸了，想跟他说一
声端午节快乐！”

6 月 21 日，衡阳市蒸湘区兰贵园
小区4栋居民楼蔡荣家中，5岁的宸宸
拿着他父亲生前使用的手机，跑到母
亲刘芳面前。

听到宸宸的话，刘芳立刻红了眼
眶，一把搂过儿子，接过手机放出一段
视频。画面中，蔡荣穿着短袖站在太
阳底下，拿着水管在楼下冲洗马路，一
边劳动一边与邻居们有说有笑。

“爸爸，是爸爸！”宸宸看到父亲的
身影，欢乐得拍手叫起来。

刘芳撇过脸去，强忍着泪水摸着
孩子的头顶说：“跟爸爸说一声节日快
乐吧，他去了很远的地方，今年不能跟
我们一起过节……”

蔡荣走了，永远地离开了爱他的
家人与朋友。6月11日晚，年仅42岁
的蔡荣在与持刀歹徒搏斗中，不幸被
刺牺牲。

“他是为了保护大家而牺牲，
我为他感到骄傲”

“唐主任，那个人又来了，您快去
看看！”6 月 11 日晚上 8 时 35 分，正在
值班的兰贵园小区业委会副主任唐胜
利接到业主反映称，曾“光顾”小区多
次的盗窃嫌疑人又出现了。

唐胜利从监控中发现，该名可疑
人员正在2栋25楼。他立即通知小区
保安堵住大门，并带领2名值班业委会
成员赶至2栋。

唐胜利回忆，当盘问嫌疑人到访
的来意与具体信息时，对方接连语塞，
大家便准备将其围堵扭送至派出所。

此时，嫌疑人突然从腰间掏出一
把匕首，刺向众人。

“我们看他拿刀，一下就慌了，一
边四处躲开，一边大喊‘抓小偷’。”唐
胜利说。

喊声引起了蔡荣注意。当时正在
家中待客的他，想也没想便说要下去
看看，穿着拖鞋就往下跑。

赶至楼下时，蔡荣正好与仓皇逃
跑的嫌疑人迎面碰上。正值饭后时
分，楼下有许多老人和孩子在外乘凉、
玩耍，为避免他们受到伤害，蔡荣顺手
拾起一根木棍，与嫌疑人展开搏斗。

因穿拖鞋行动不便，蔡荣在躲避
嫌疑人的刀时摔倒在地。此时，嫌疑
人趁机持刀刺向蔡荣胸口，然后，翻墙
逃走。

小区居民见状立即报警,并呼叫救
护车。

“邻居敲门喊我说，‘你老公出事
了，快下去看看’！”刘芳匆匆跑下楼，
却见蔡荣胸口中刀倒地，医生正在进
行抢救。

“我们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当时蔡荣已经受伤，虽然没出
多少血，但已没有生命体征了。”衡阳
市公安局蒸湘分局蒸湘北路派出所中
队长蒙宝桦说。

随后，蔡荣被紧急送往南华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抢救。当晚10时30分，
蔡荣经医治无效，英勇牺牲。目前，犯
罪嫌疑人梁某湖已被抓获归案。

连日来，衡阳市、蒸湘区两级党委、政
府相关负责人先后到蔡荣家中慰问。6
月20日，经蒸湘区人民政府批准，蔡荣不
顾个人安危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他是为了保护大家而牺牲的，我
为他感到骄傲。”刘芳伤心地说。

“虽然退伍了，但依然不能忘记
要为人民服务”

“小蔡是个好人，谁家有困难，他
都是第一个去帮忙，还帮着社区做了

很多事。”
“真是太让人痛心了，他的父母、

老婆、孩子可怎么办啊！”
“蔡荣是英雄，看到歹徒持刀还敢

往上冲，令人敬佩！”
……
6 月 20 日，兰贵园小区居民将自

发募捐的善款交到刘芳手中，大家都
为蔡荣的突然离去深表惋惜。

蔡荣的大儿子在读高一，小儿子
还在读幼儿园，其父母年事已高，体弱
多病。一家人全靠蔡荣和刘芳在外打
零工维持生活。为帮助一家人渡过难
关，小区业委会发起这次募捐。

蔡荣是衡南县人，1995年12月服
役于武警北京某部。蔡荣战友谭武回
忆，蔡荣在服役期间就十分热心，只要
有战友生病了，他都会主动帮忙打病
号饭、替换站岗。因在部队表现突出，
蔡荣还曾被评为“优秀士兵”。1998年
12月，蔡荣光荣退伍。

“蔡荣虽然回来了，可心还留在部
队。”刘芳说，每隔两三天，丈夫就会说
起在部队的那些光荣历史。

退伍不褪色。去年6月，衡阳遭强
降雨袭击。兰贵园小区地下车库因地
势低，水流不畅。为避免地下车库被
淹，引发电路故障，蔡荣和业委会成员
一起，垒沙袋、清污泥、通水沟……忙
活了一天一夜才将防洪墙筑起。因长
时间泡在水里，蔡荣双脚被泡得发白，
后来还感染了。

“只要小区有事，第一个到的准是
蔡荣。”唐胜利介绍，今年疫情期间，蔡荣
还积极协助小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自
费买来酒精和消毒液，对电梯间、楼梯间
以及小区户外器材进行消毒。

“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虽然退伍
了，但依然不能忘记要为人民服务’。
我也会教育孩子们，以他们的父亲为
榜样，做一个勇敢正直的人。”刘芳说。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何金瓯 李睿孜

益阳市G234公路横穿赫山区会龙
山街道申家滩村，打通了这个偏僻村庄
到市区的通道。2017年，该项目启动征
地拆迁工作，申家滩村委负责协助该项
工作的开展。然而，7名村干部却在工
作中跑了偏，因骗取征拆款200多万元
被“一锅端”。

“该案的发生，暴露出监管的漏洞
和人性的贪婪。”近日，益阳市赫山区纪
委监委披露了案情细节。

“随便报数据，也不会被发现”

征地拆迁工作启动后，申家滩村委
委员李菊芳和临聘人员谭雪春参加了
几次实物清量工作，就发现一个漏洞：
每次到现场对苗木、坟墓进行清点时，
区征拆办工作人员并不参与清点，只登
记数据，且对登记计算表的审核完善也
不及时。

他俩将这一发现向时任村党总支
书记李建安提过几次，还开玩笑说，“即
使随便报数据，也不会被发现。”

之后的一次村务会议上，李建安提
议：“村里经济困难，趁现在搞拆迁，我
们从项目里搞点资金出来作村里的建
设经费吧？”该提议得到其他人附和。

于是，他们分别伪造了3份资料，都
是在真实的青苗补偿调查登记计算表
中，混入一些虚假的青苗数。果然，资
料上报后，征拆工作人员未经核实便签
字认可。

征拆补偿数据须经过公示，为避免
被村民发现，他们在公示名单上用虚假

的身份和配套资料蒙混过关。最终，
210余万元青苗补偿款打到李建安个人
账户上，由出纳负责保管，拟用于村务
开支。

这笔款项还没下来前，李菊芳又提
议：“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从迁
坟款中搞点钱出来给每人发点补助？”
其他村干部纷纷赞同。于是，李菊芳借
一些关系好的村民户头虚构了90座假
坟，共获得补偿款7万余元，7名村干部
各分得1万元。

因游戏欠债暗中骗补偿

谭雪春长期沉迷中国福利彩票的
连环夺宝游戏，但手气很差。“2013年至
今玩彩票输掉近40万元。”谭雪春交代
自己因此欠下不少外债，靠拆东墙补西
墙甚至贷款度日，于是暗中打起了征拆
款的主意。

他找到同村的亲戚李某某，谎称村
集体想虚套一些补偿金，借其户口本用
一下。之后便以李某某为户主虚造了
一份青苗补偿调查登记计算表，和真实
的混在一起上报，获得近 14 万元青苗
补偿款。

谭雪春骗补的事瞒过了村民，却没
法瞒过村干部，陆续有人旁敲侧击那笔
款的真实情况。为了堵他们的嘴，谭雪
春拿出 2.4 万元，按 4000 元/人分给 6
名村干部。除李建安没有收受外，其余
5名村干部均一一笑纳。

案发后，村民李某某证实：“补偿公
示出来后，村民见我名下有十几万元的
补偿款，都说我发财了。我去问谭雪
春，这才知道他拿我的户口本去冒领补
偿款了。我家的确种了一些花木，但距

离 G234 项目红线还有 500 多米，没有
一棵苗木纳入了征补范围。”

“整改”报账资料留把柄

去年4月，赫山区纪委监委收到上
级交办的关于申家滩村村干部违纪违
法问题线索后，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启
动调查。

得知调查组在向村干部了解情况，
李建安偷偷安排财务人员把村账拿回
来进行“自查自纠”，交代他们“要想办
法掩盖虚报补偿款的事情”。

虽然调查组拿到的报账资料是被
“整改”过的，但还是找出了破绽。原
来，村干部当时共伪造了3份资料，却只

“整改”了其中2份。另外一份当时上报
时只填写了领款单，原想先领款，之后
再找时间补上相关附件，不料补偿款到
位后，大家把这事给忘了，因此留下了
把柄。

案情终于浮出水面：7 名村干部虚
构45 个人名、借用11名亲朋身份骗取
青苗补偿款 2135185 元，虚构 90 座迁
坟骗取迁坟款77800元；谭雪春单独骗
取青苗补偿款 139810 元。7 人分别受
到开除党籍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中
1名村委委员被责令辞去职务；谭雪春
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5万元，全案所涉违纪违法
款项已上缴。

案件发生后，赫山区委在全区启动征
地拆迁专项巡察，规范资金拨付与审批程
序，堵塞资金发放漏洞。区纪委监委用该
案开展警示教育，对参与项目建设的乡镇
街道及村（社区）干部进行警示，杜绝此类
问题再次发生。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通讯员 刘
联波 周志成 记者 黄柳英)记者日前
从东安县禁毒办获悉，自 2019 年以
来，东安县外流贩毒人数实现大幅下
降，降幅达88%。

为强化外流贩毒整治工作，东安

县建立了县委书记、县长牵头工作机
制，按照县委常委联点联乡、禁毒委领
导分片包干管理方式，实行挂图作战、
挂名蹲点、挂牌销号。与云南、广东等
地禁毒部门协作办案，对该县既往涉
毒在逃、长期潜藏在云南和缅甸的涉

毒人员进行全面架网布控，开展涉嫌
外流贩毒人员大排查，加强制毒物品
管控。对吸毒人员量身制定戒毒、脱
贫计划，帮助树立生活信心。

据了解，2019年以来，东安县侦破
部督、省督目标案件各1起，收缴毒品
21.15公斤，移送起诉毒品犯罪嫌疑人
73人，查处吸毒人员238名，强制隔离戒
毒84人，有效确保“零流失”“零入滇”。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邹娜
妮 通讯员 匡伟才 段卓君）6月17日，
娄底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分赴辖区国道
入口和城区重点路段，在路面设置执勤
点，开展“两客一危一货”安全检查。今
年以来，娄底重拳整治交通顽瘴痼疾，
遏制道路交通事故、规范道路交通秩
序。

专项整治中，娄底市按照“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不留死角”原

则，开展地毯式排查，组织交警、交通运
输、公路等部门联动，对马路市场、校车
安全、交通事故风险路段、机动车非法
营运等 7 类 15 项具体问题进行专项整
治。目前，娄底已安装不停车检测系统
7 处，路警联合执法公路超限检测站 7
处，累计摸排及整改到位事故多发、高
风险、交通标志标线、农村公路、桥梁隧
道等道路隐患 628 处，取缔马路市场
242处。今年1至5月，交通事故同比下

降19.75%。
为了从源头治理顽疾，减少重特

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娄底组织职能
部门走进危险品运输企业，对企业驾
驶员及车辆档案、驾驶员安全培训记
录、车辆检审验情况、车辆违法未处
理情况、GPS 监控、营运证件、灭火器
和安全锤配备等逐一进行检查，并督
促有违法未处理车辆的企业整改。
全市 2254 辆“两客一危”车辆，全部
纳入省重点营运平台监管。其中，
925 台“两客”车辆全部安装主动安
全防范终端，并上线试运行，实现对
13 种不安全驾驶行为和 4 种脱离监
管行为事前预警、事中干预。

舍身为民安
——追记衡阳市蒸湘区见义勇为市民蔡荣

虚构45个人名、90座假坟……

7名村干部骗取征拆款被“一锅端”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志军

名片：
陈海涛，江苏人，1992年出生；程仁

岩，湖北人，1995年出生；方靖，云南人，
1994年出生。2017年，他们作为省委组
织部定向重点高校选调生，来到祁阳县
乡镇工作。在做好日常工作之余，由陈
海涛发起，3人共同建立“隐形者”教育
助学项目。目前，发展“隐形者”志愿者
30多人，资助学生500余名。

故事：
6月20日，星期六中午，烈日当头，

蝉鸣聒噪。
陈海涛、程仁岩、方靖三人坐在一

棵大树下，掏出背包里的面包、水壶，大
口吃起来。这是他们仨在助学走访中，
吃午餐的常用方式。

2017 年，陈海涛、程仁岩、方靖来
到乡镇工作。他们发现，当地贫困学
生中，有一些人家庭特殊，他们有的父
母离异，有的父母一方去世……这些
家庭的孩子内心比较敏感，他们需要
经济支持，更渴望来自家庭和班集体
的关爱，但又不希望平静的生活被打
扰。

于是，由陈海涛提议，3人开始筹划
教育助学项目，并取名“隐形者”，意为

默默资助贫困学生，引导贫困学生家长
或监护人员，给予贫困学生更多关爱；
动员贫困学生所在的学校、班集体，“不
动声色”地帮助、鼓励他们。

为此，陈海涛、程仁岩、方靖约定，
不举办任何仪式，通过贫困学生所在学
校，以奖学金、奖品等形式，把爱心款、
物资资助给贫困生。他们还给自己定
下“铁规”：考察贫困生,走访学校、老师、
学生家长或监护人，不在对方吃一餐
饭，不喝一瓶瓶装水。

想法很好，可爱心款和物资从哪
来？陈海涛、程仁岩、方靖想请当地企
业支持，可对方听说要求做“隐形者”，
都面露难色，纷纷婉拒。

尽管一次次碰壁，但3人一有机会
便宣传“隐形者”教育助学项目。终于，

当地爱心企业家王勇良第一个为该项
目认捐100万元，分10年执行，每年10
万元。在他的带动下，当地眼科医院、
蛋糕店等主动参加。陈海涛还争取到
唯品会公益平台等支持。陈海涛在长
沙工作的妻子徐娟，也大力提供帮助。

2018年6月，“隐形者”教育助学项目
正式启动，首次资助34名贫困学生。到目
前，该项目惠及500余名学生，资助总额达
25万元。志愿者队伍发展到30多人。

“隐形者”们还携手学校、家庭，共同关
爱受助贫困学生。让陈海涛记忆犹新的
是，10岁的受助学生小瑶，父亲去世，患智
障的母亲下落不明，他与70多岁的奶奶相
依为命，性格孤僻，学习成绩不好。他们第
一次来到小瑶家时，他奶奶只是哭。

为此，陈海涛、程仁岩、方靖决定先
用行动和爱温暖小瑶的奶奶。他们经
常去看望奶奶，帮她干农活，陪她聊
天。慢慢地，奶奶情绪好了起来。接
着，他们引导奶奶把好情绪传递给小
瑶，平时多关心他的学习生活。

陈海涛、程仁岩、方靖又找到小瑶
的校长和班主任，针对小瑶的性格特
点，建议挑选他当升旗手，鼓励他参加
班集体活动，特意给他登台表现的机
会。一年多过去，小瑶变得阳光、自信，
成绩进入了全班前10名。

两年来，父母离异的小珍，父母双
亡、与伯父一起生活的小皮等，都在“隐
形者”的帮助下，变得越来越自信，学习
进步明显。

陈海涛、程仁岩、方靖表示，他们会
继续推动“隐形者”教育助学项目实施，
永远做“隐形者”。

东安县外流贩毒人数下降88%

娄底重拳整治交通顽疾

“隐形者”的助学深情

6月22日，长沙市开福区
东风路街道砚瓦池社区，志愿
者为社区居民培训基本灭火
技能。该社区是一个典型的
老旧纯居民社区，因消防车难
以进入，社区建立了3个微型
综合消防站，灭火器、消防服、
水带等装备一应俱全，并组建
了一支由党员组成的10人义
务消防队，24小时轮班值守。

唐俊 汪兆基 摄影报道

家门口的
微型消防站

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陈海涛(左)、方靖、程仁岩（右）。
唐书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