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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邓梦宇，男，1993 年出生，溆浦县义工
联合会创始人之一，现任该会党支部
书记、秘书长。今年4月获评“全国优秀
共青团员”，5月获评第六届“新时代湖
南向上向善好青年”之扶贫助困好青
年荣誉称号。

【故事】
盛夏时节，桃红李熟。记者见到邓

梦宇时，他正低头摆弄着手机，发动义
工们在各个微信群中发布义卖水蜜桃
的信息。不一会儿，订单就超过了300
公斤。

原来，溆浦县桥江镇河上坡村村民

向时非家 3500 多公斤水蜜桃成熟待
售，向时非是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正
在为卖桃发愁。邓梦宇第一时间联系上
他，帮忙找销路。

今年27岁的邓梦宇，皮肤晒得黝
黑，笑起来憨态可掬。3天前，他刚带领
义工成员，承办完县里的禁毒宣传活
动。整个活动从策划、组织到现场执
行，他都全程参与，日晒雨淋忙了3天。

用他的话说，溆浦县义工联合会
每年有100多场公益活动，平均每3天
就有一场。

2011年，高中毕业的邓梦宇南下
深圳创业。一次，在街头广场上，深圳大
浪小草义工服务协会正在开展的公益
活动，深深感染了这个18岁的年轻人。
邓梦宇随即加入其中，爱心的“小草”从
此在他身上扎根发芽、拔节生长。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2016年
12月，邓梦宇回到溆水边的家乡发展，
工作之余，扎根心中的“小草”公益情
怀，让他萌生了在家乡创建一个爱心
组织的想法。很快，他与同样热心公益
的舒慧等7人不谋而合，在溆浦团县委
的指导下，发起成立溆浦县义工联合
会，最初会员30人。

义工联合会成立后，邓梦宇带领
会员积极开展交通文明劝导、走访贫
困留守儿童、看望慰问孤寡老人、参加
义务植树、春运时去火车站帮助赶车
的老乡……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
们的身影。

“不用你提，你们‘红马甲’都是要
钱的。”起初，赶火车的老乡以为他们
是收钱提行李的“生意人”。邓梦宇耐
心地跟老乡解释，并把他们送上火车。

“等我回来，我也要加入你们队伍。”有
老乡冲着邓梦宇笑，开心地踏上旅程。

3年多的时间，溆浦县义工联合会
早已“绿草如茵”，会员由当初的 30
人，发展到现在的495人，为社会筹措
扶贫爱心资金及物资总价值超过200
万元，带动 100 余家各类企业参与公
益事业，组织公益活动400多场，帮助
实现留守儿童的微心愿626人。

“邓叔叔，我这个学期成绩又进步
了。”在邓梦宇的手机中，受助孩子发
来的类似短信有很多。邓梦宇告诉记
者，3年多来，溆浦县义工联合会共资
助了20多个孩子。他自己还“一对一”
长期帮助一对姐妹，大的读初中，每
年资助 1500 元，小的读小学，每年资
助1200元，平时经常送去学习和生活
用品。

今年抗疫期间，“红马甲”成了溆
浦抗疫行动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他
第一时间奔赴抗疫一线，不仅带头捐
款捐物，还广泛发动义工成员、爱心企
业参与，共筹集了价值 70 万元的物
资，全部送给一线抗疫人员。

当得知溆浦县城各小区实行封闭
管理后，邓梦宇第一时间跟县指挥部联
系，组织义工为小区居民集中统一采购
生活物资；当得知团县委正在招募志愿
者参与各社区临时党支部工作时，作为
溆浦县优秀共产党员的他又积极招募
党员义工，充实临时党支部的工作力
量；为服务好外出务工火车专列行动，
他先后组织120多名义工，服务4趟外
出务工火车专列，帮助2000多名老乡
踏上返岗复工路。那段时间，邓梦宇几
乎每天都忙到凌晨两三点。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在帮助别
人的同时，自己也得到成长，收获了快
乐。”邓梦宇说，在公益这条路上，他将

“义”往无前，永远走下去。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廖培 罗定康

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街道办事处
一名出纳，竟能连续 7 年挪用公款，涉
嫌金额累计 2680 余万元，其中 887 万
余元无法归还，造成国家重大经济损
失。

“难以想象，该街道办的财务工作
几乎是没有任何监管‘裸奔’数年，财务
制度形同虚设。”近日，天元区纪委监委
负责人表示，该案中 3 人被移送司法，
13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案件暴露出的
财务制度执行不到位和监管缺失问题，
教训深刻。

从管理松散的征拆款下手
这名有着14年工作经验的出纳名

叫吴春花，她动歪念的初衷起于“炒股
亏了钱，想暂时挪用点公款炒股，等赚
回来了再还回去”。于是，她把手中的几
个公账都“过筛”一遍后，选择了管理相
对松散的征地拆迁款下手。

办案人员介绍，征拆过程中，指挥
部与拆迁户达成协议后，要求拆迁户提
供身份证复印件，由指挥部财务人员到
银行帮拆迁户开办存折、设置密码，并
将拆迁款汇入账户，而这些都由吴春花
一人操办。

拆迁款汇入存折账户后，距离交给
拆迁户仍有一段时间，而此时的存折就
由掌握密码的吴春花代为保管，隐患就
此埋下。

“我是街道办财务人员，在银行有
备案，之前这些账户的开户、汇款都是
我去办理的，所以我拿着这些存折十几
万、几十万地取款，直到全部取完，银行

也没有多问。”吴春花交代说。
这些已成“空壳”的存折要交给拆

迁户时，里面没有了拆迁款，又怎么办
呢？“我先将挪用过的存折注销，然后用
同一个拆迁户的名义重新办一个存折，
再从另外待付的拆迁户存折里取钱，存
入新办的存折中。这样新存折交给拆迁
户时，既不会少钱，也看不到被挪用的
银行流水记录。”吴春花说。

就这样，2013年至2017年5月，吴
春花利用管理漏洞和银行的疏忽，挪出
800多万元拆迁款，几乎都被她用在炒
股中亏掉了。

环环相扣的监管却层层失守
2017 年，指挥部改变了拆迁款支

付方式，由存折支付变为存单支付。存
单支付取款日期是固定的，这让吴春花
措手不及。

面对公账中巨大的资金窟窿，想
“搏一把后还回去”的吴春花不得不铤
而走险，用违规购买银行支票、伪造银
行存款对账单的形式挪用公款。

“正常情况下，出纳从公账中取款，要
在专门的银行支票上填写取款金额和用
途，然后由保管财务专用章的会计盖章，
同时法人盖上私章，并报领导审批同意。”
泰山路街道办财政所负责人说。

如果严格按程序操作，吴春花想避
开层层监管挪用巨额公款而不被发现，
是不可能完成的。但该街道办财务制度
成为一纸摆设，这让吴春花钻了空子。

“按规定，月末我要去银行取对账单，
并与出纳核对无误后，再盖上财务专用章
送交银行备存。但我没有车也不会开车，
2016年以后都是吴春花取送的。”该街道
办财政所会计刘某懊悔不已。

就连财务专用印章，刘某也放心地
交给吴春花使用。抓住机会后，吴春花
在违规购买的空白银行支票和伪造的
银行对账单上疯狂盖章。“两本25单的
银行支票，被吴春花一次性盖好了财务
专用章和法人私章，事后她只需填上金
额就能去银行取钱。”办案人员说，2017
年 5 月后，吴春花通过这种方式，又先
后挪用了近2000万元。

该街道办两任财政所长都未能及
时检查单位银行支票使用情况，也没对
吴春花手中的账户进行资产清查；街道
办负责人在明知吴春花长期从事财务
工作存在廉政风险的情况下，不按要求
安排轮岗；街道办连续两任主要负责人
调离时，离任审计都未发现该问题。这
些原本环环相扣的监管主体，却层层对
责任失守。

全区开展督查促整改
吴春花违纪违法案例在天元区引

起极大震动，在区纪委监委督促下，一
场针对全区127家部门预算单位和7家
乡镇街道办事处的财务检查与整改工
作全面展开。

围绕财务人员定期轮岗、财务印鉴专
人保管、账目余额定期核算等财务内控制
度执行不力问题，监督检查组对相关单位
逐条提出整改意见并限期整改到位。

该区还对审计工作进行了专门强
化。“审计从以往离任审计工作的不固
定、单位审计工作的不全面，转入日常
审计监督全覆盖。”天元区审计局负责
人介绍，该局制定出台了审计五年规
划，对资金体量较大、资金流动量较大
的单位及部门定期开展专项审计，用审
计监督为国有资产加一把“安全锁”。

小出纳为何能挪用巨额公款
—— 一起“小官大贪”案件暴露的问题引人深思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陈慧琼

7月10日上午，随着一记沉重的法
槌声落下，常德市汉寿县人民法院原一
级法官周远超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
一案在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
理，并同步在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

日前，周远超因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经湖南省纪委监委、长沙市纪委监
委指定，接受望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并由望城区监察委员
会移送望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
提起公诉。

当天，望城区组织区法院、区检察
院、区公安局、区司法局等 300 余名政
法干部，通过观看“云”直播的方式旁听
庭审，将庭审现场变为“警示课堂”，零
距离接受警示教育。

在长达3个半小时的庭审中，控辩
审三方分别对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举
证、质证、认证，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
述，清晰反映了被告人如何一步步走向
犯罪深渊，引发观看直播的党员干部强
烈震撼。

“被告人的岗位职责跟我类似，旁
听庭审对我感触很大。”该区法院一名
法官在庭审结束时感慨，教训极其惨

痛，一定要引以为戒，时刻守住纪律底
线、不碰法律红线，全面增强“免疫力”。

“昔日坐在审判席的人民法官，今天
却坐到被告人的位置上，这种巨大反差，
发人深思、令人警醒。”该区政法系统一名
年轻干部表示，将从该案中深刻汲取教
训，认真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庭审‘云’直播是创新警示教育的
一次有益尝试，可以不受时间地点人数
限制，可以让更多党员干部接受教育。”
该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望城区
将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好典型
案件的警示教育作用，达到查处一案、
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

庭审“云”直播 警示“零”距离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宋云钊)记者从 13 日召开
的永州市公安局打击非法捕捞专项
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
来，全市公安机关共办理非法捕捞刑
事案件 47 起，刑事拘留 46 人，取保候

审 15 人。
该市各级公安机关，均抽调专人

组成专门工作班子，并建立“日调度、
周通报、月讲评”工作制度，全面推进
打击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
该市道县公安局，主动加强与农业农

村、市场监管、林业等部门联系，广泛
摸排案件线索，共侦办非法捕捞水产
品犯罪案件19起。

今年 6 月 23 日，该局根据群众举
报，抓获用电船捕鱼的犯罪嫌疑人何
某红、何某静、李某李、何某娟。

永州重拳打击非法捕捞违法犯罪

邓梦宇：

“义”往无前，永远走下去

湖南日报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彭丽丽

邓梦宇 通讯员 摄

7月14日下午，长沙市福元路湘江大桥南侧人行道上，数十名钓者坐在护栏边江
钓，场面像“钓鱼大赛”。大桥人行道上停放着多辆电动车，钓者把钓竿、饵料、小板凳等
装备放在人行道上，造成桥面人行道拥堵。桥面上钓鱼对航运和桥面行人带来安全隐
患。《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安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在城市桥梁上垂钓。希望相关
部门依法管理，消除安全隐患。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吴哲 周维标

【武冈速览】
武冈是湘西南重镇，2018年脱贫摘

帽。今年来，该市对扶贫领域信访案件
实施领导包案，对贫困村实行“一人一
村”大督查，访民情、听民意、解民忧、治
腐败，护航脱贫攻坚。

【现场目击】
7 月 7 日，武冈市稠树塘镇甘田村

村部热闹非凡，该村以加工家用电器线
束为主的扶贫车间正式运营。当天，包
括 13 名贫困户的首批工人，在经过严
格的技能培训后正式上岗。

“从我家到扶贫车间，走路三四分
钟就到了，很方便，不但可以照顾老人
小孩，而且每月有近2000元的收入，很

满意。感谢县纪委和扶贫队的同志们，
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建档立卡贫困
户周华兴奋地说。

甘田村山多地少，交通不便，长期
以来存在饮水难、灌溉难、山洪多发、产
业发展困难等问题。今年 4 月，武冈市
纪委监委在该村走访时，村民们向工作
人员集中反映了以上问题。

工作人员将村民反映的情况向市
纪委监委领导班子进行了汇报。5月底，
武冈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旭明组织
市国土资源局、应急管理局、农业农村
局、水利局等部门负责人，来到甘田村
现场办公，解决相关问题，并协调、督促
该村帮扶单位市农村商业银行与工业
园区对接，引扶贫车间进村，帮村民解
决就业难问题。

目前，该村扶贫车间已开工，地质
灾害隐患已得到处理，5处水井已完成

前期勘测设计，村民的诉求都得到及时
答复和解决。

今年以来，武冈市纪委监委对扶贫
领域未办结和案结访未了的信访件进
行全面清理，将 27 件此类信访件分解
到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及承办委
室，明确包案领导、包案责任人和办结
时限。目前，已办结23件，还有4件正在
办理中。另一方面，市纪委监委按“一人
一村”原则，安排 68 名精干工作人员，
对除纳入省、邵阳市入村督查范围外的
68个贫困村进行大督查，督促交办、现
场解决问题138个，发现基层“微腐败”
问题 8 个，发现扶贫工作不实、作风漂
浮问题 18 个，督促办理扶贫领域信访
举报7件。

刘旭明表示：“只要群众的诉求是
合理的，我们都会通过充分调查了解，
督促相关部门尽快解决。”

“一人一村”大督查 正风治腐解民忧
——武冈市着力解决扶贫领域信访案件和群众诉求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护航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李凌云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已慢
慢退去，但我省司法行政系统的强制
隔离戒毒所依然执行疫情防控常态化
的要求，严格管控，打好持久战。常德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党委副书记、政委
程志刚，离退休只有不到一年时间，疫
情发生至今，即使在病倒期间，他都一
心扑在疫情防控上，与同事一起实现
了高墙内的安全。

53天吃住都在办公室
“哐”一声响，1月26日，常德市强制

隔离戒毒所戒治区大门落锁，实行全封
闭管理，程志刚的抗疫战斗也随之打响。

决不让病毒越过封锁线！程志刚给
自己暗暗立下军令状。从那一刻起，他
带着十多名民警负责机关外围工作，既
要严防疫情输入，又要确保封闭区内近
千人的生活、医疗保障和其他各项工作
的运转。千头万绪，重任似千斤压在身。

最开始防疫物资紧张，口罩成了
最紧俏的必需品。程志刚打听到临澧
县有一家口罩生产厂，便四处托人从
该厂弄到了一批口罩，解决了戒治区
内戒毒人员和民警的燃眉之急。

全封闭期间，程志刚严格落实防
控举措，戒毒所机关和戒治区的两道

大门除特殊情况外，一律不得打开。每
日的蔬菜粮食运来，卸到机关门口，由
程志刚带领6名民警推着小车转运到
戒治区门口，每天来回十几趟。

“零感染”是戒毒所的一道红线，
也是底线。2月下旬，随着监所防控形
势紧张，程志刚感到弦越绷越紧。为了
降低感染几率，从2月26日开始，他以
所为家，直到4月18日病倒时，整整53
天吃住都在办公室，每天连续15个小
时不间断地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其他
十多名民警也严阵以待，吃住都在办
公室，坚守住了疫情防控最严峻时期。

为民警解除后顾之忧
2 月 26 日，戒治区内民警完成封

闭执勤半个多月的任务，迎来换防的
日子。可按照上级统一部署，暂时不能
换防，民警们情绪不免有些波动。

程志刚见状，马上给60多位民警
的家属一一编发短信，一句“希望大家
与我们唇齿相依、同甘共苦、共克时
艰”，让家属们意识到民警肩负的使
命，要舍小家顾大家。当晚，许多家属
就给封闭在院内的民警发去信息，给
他们加油打气，让他们别操心家里，带
着满满的能量继续坚守。

经过摸排，十几名民警家里确有特
殊困难，程志刚立刻着手解决，不让他
们有后顾之忧。八大队民警尹志辉家中

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妻子又在社区工
作，那段时间两口子日夜都在单位，没
人照顾孩子。得知情况后，程志刚立即
联系到他妻子所在的社区，请求社区调
整工作时间，让她能顾及到孩子。

病倒后也操心着工作
程志刚如陀螺般不停地旋转着，但

透支的体力已让他越转越慢。有着高血
压、冠心病的他，十分清楚高强度的工
作意味着什么，于是，他备好各种药品
放在办公桌上，好提醒自己按时吃药。

封闭在戒治区内的所长江志晖多
次劝他回家休息，并且通知他家人来接
他，他总是说：“有药保着，没事。”直到4
月18日，他还坚持要在第二天换防到
戒治区内。可就在当天下午4时，他身
体出现严重不适，被强行送到医院抢
救，经诊断为极高危冠心病，医生说：

“再送来晚一点，就会有生命危险。”
住院十几天的时间里，戒毒所的大

小事，程志刚依然挂在心上，他把病房当
办公室，妥善处理一些紧急事情。出院后，
身体依旧虚弱的他每天还到办公室工作
半天，所内企业的复产、戒毒人员收治等
工作，让他有着操不完的心、忙不完的事。

“站好岗，守好门，疫情一日不除，
坚决不退半步。”程志刚说，一定要将
疫情阻断在高墙之外，践行好一名共
产党员、戒毒民警的使命。

“疫情一日不除，坚决不退半步”
——记常德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政委程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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