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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曹辉
通讯员 陈超群 周翼

� � � �名片：
周旋， 1987年9月出生， 自2011年担任韶

山大坪村村官以来 ， 他为该村小学筹集爱心
物资26.5万元， 义务组织开展 “重走毛泽东小
道” 等活动28次， 成为韶山 “映山红” 志愿者
带头人。
� � � � 故事：

在韶山滴水洞的龙头山和牛形山虎歇坪
之间蜿蜒着一条山间小路， 前行6公里， 便是
毛主席外婆家———韶山市大坪乡大坪村 （原
称祝赞村）。 儿时的毛泽东就经常往返于此，
因此， 该路也被大家称之为“毛泽东小道”。

贫困、 落后， 是几年前许多人对此地最
直观的评价。 然而， 现在的大坪已经甩掉了
贫困的帽子， 面貌已今非昔比。

“从进入祝赞小学看到70年代的礼堂、
30多双清澈的眼睛、 淳朴的老师开始， 那座
黄土小山坡就一直在我的心里……”

祝赞小学是一所条件相对落后的村级小
学， 3位老师和30多名学生待在两栋破旧的房
子里， 学习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自周旋报到
的那天起， 他便暗下决心， 要努力改变这所
学校的面貌。

2011年9月， 周旋开通了该村团支部的微
博等网络账号， 开始向社会爱心团体介绍这
里， 每一位贫困学生的照片和文字资料， 都
是出自周旋之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 各个爱心团队、 企业
和个人相继来到这里， 先后为该村小学募捐

了8万多元善款。 慢慢地学校规模扩大了， 学
生老师人数都翻了一倍， 先后有15位贫困学
生得到了“一对一” 长期帮扶的助学金。 周旋
说： “每次看到学校的这些变化时， 心里会感
到很欣慰。”

这些年， 他走遍了大坪所有留守儿童家
庭， 联系资助贫困学生75人， 争取物资26.5万
元。 “走在村里， 孩子们争着叫他周叔叔。”
大坪村党支部书记文建平说。

大坪村经济发展落后， 要发展就必须加大
宣传。 周旋一方面与各级各类媒体进行对接，
对这些景点组织采访报道， 扩大影响力； 另一
方面与湘潭大学、 韶山市诗词楹联协会等单位
联系， 组织开展“重走毛泽东小道” 体验活
动， 让他们口耳相传， 将其打造为励志之路、
健康之路。 目前， “毛泽东小道” 影响力不断
扩大， 前来开展活动的旅游团体和个人络绎不
绝。

“我在2年多的时间里， 带着游客重走小
道30多次， 义务做起了导游。 刚开始也要用
弯刀开路， 后来走的人多了就成了一条小道。”
毛泽东小道的美景也在各网站得到了大量的关
注， 成为了一条热门之路。

除了是大坪乡团委副书记， 周旋还有另
外一个身份———韶山市“映山红” 青年志愿
者队伍的带头人。 这些年， 周旋负责毛泽东
故居的志愿服务工作， 每年“十一”、 主席寿
辰， 甚至在除夕夜， 他都坚守在志愿服务的
第一线。

龙华食品有限公司生产“毛外婆” 牌豆
腐， 以前由几位村民联合成立， 生产的豆腐是
绿色无污染的食品。 由于管理及成本核算销售

等方面原因， 两年下来， 企业亏损达200万
元。 如何把一个好品牌做好、 做出效益？ 在做
了充分的市场调研后， 周旋决定自己上。 他通
过国家给大学生村官的贷款政策和向亲戚朋友
借款， 接下该公司， 目前企业运作良好， 村民
轮流在公司做事。 “我们不出门就能打工赚
钱， 既做事赚钱， 又能照顾到家里， 这个年轻
干部很好。” 村民章大姐一脸的满足。

除了经营自己的企业， 他还义务为大坪乡
滴水洞矿泉水、 大坪腐乳、 甘源凉茶厂、 口口
香槟榔厂等企业做起了销售员。 他充分利用网
络、 微信、 QQ群等平台加大对这些特色产品
的宣传， 义务代售并将其打入超市， 使产品的
销量逐月增加， 知名度也有所提升。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吴国奇 胡胜

“希望周书记这样的好人、好支书，
尽快好起来。 ”这几天，在湘乡市月山镇
群乐村听到最多的就这个祝福声了。

时间回到1月25日下午3时35分左
右 ， 湘乡市月山镇群乐村村民左某
（男， 27岁， 有精神病史） 在没有任何
征兆的情况下， 突然手持菜刀， 将自己
的堂祖母和堂婶砍伤。 左母见状上前劝
阻， 左不但不听劝， 反将其堂弟劫持至
自家房间并反锁房门。

“快叫周书记来。” 有村民这样说。
接到村民彭乔华的电话， 村支书周谷强
立即骑着摩托车赶到事发现场。 他镇定
地来到房屋窗边， 向里面的左某喊：

“培伢子， 我来了， 有事好好说， 你先
把孩子放出来， 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要
不， 用我来换下小孩， 好不好？”

然而，左某听不进任何话，相反，他
偷偷地把房子里的液化气罐打开了。 当
周谷强感到情况有点不对， 并闻到有液
化气味时，立马大声叫：“不好，有液化气
的味道，大家快走开。 ”话音未落，“砰”的
一声大响，爆炸声从屋里传来，离房屋最
近的周谷强赶紧把站在身后的村民往后
推了一把，村民安全了，自己却被倒塌的
房屋所埋……

不幸发生了， 爆炸倒塌共造成7人
受伤， 受伤最严重的正是村支书周谷
强。 经初步诊断， 事件造成周谷强脑外
伤、 左眼球破裂伤、 胸部爆炸伤等。 目
前， 周谷强正在医院进行紧急救治。

记者在重症监护室见到了仍未脱离生命
危险的周谷强。 根据救治的实际情况，
他暂时拆掉了导管和呼吸机。 记者听
到， 他还在用微弱的声音询问医务人
员： “伤了几个人， 还有什么人受伤
了？”

1962年出生的周谷强， 1982年起就
当任村干部， 在村民中有很高的威望，
“只有他老了， 不能动了， 我们才不选
他当书记了”、 “只要找他办事， 他都
不会推辞的， 都会尽心尽力办好” ......
周谷强连续4届高票当选为群乐村支书、
村主任， 口碑良好， 是一个深得民心的
好书记。

群乐村是月山镇的边远村， 和白田
镇相邻。 近年来， 周谷强一心为村民，
全身心投入村上发展。 组织村民大力修
建水利、 硬化道路、 农网改造基础设施
建设的同时， 还积极争取项目入驻， 为
村谋福利， 带领村民发家致富。 通过多
年努力， 如今群乐村的村容村貌是焕然
一新。 据月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群乐
村计生、 道路硬化、 水渠硬化等各项工
作均在全镇是名列前茅。

“周书记不吃酒不吃烟只吃亏。 给
村民办事的时候， 他既不接受礼品， 平
时又不喝酒抽烟， 在办事过程中其他不
说， 就是驾车油钱也贴在里边了。” 月
山镇石矶村支书张建新说。

周谷强的爱人和儿子都在湘潭工
作， 劝了他好几年别再当村支书了， 都
没有劝动。 周谷强的回复是： “我的母
亲喜欢呆在老家， 我要陪她在家， 村里
的乡亲们也需要我，我不能抛弃他们。 ”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从早上8时到晚上8时， 站在街头，
热情介绍公益活动并积极劝募……这点
工作量对于参加“善行100·爱心包裹”
公益项目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说， 或许不
算什么， 但对于自幼因小儿麻痹症落下
残疾、 双腿严重变形弯曲的黄秋生来
说，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但黄秋生坚持下来了， 他克服腿脚
不便的障碍， 志愿服务周期近两个月，
筹到了1000元善款， 荣获了中国扶贫基
金会颁发的一张优秀服务者称号。

1月27日， 记者在湖南生物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 见到了电商14333班的黄
秋生。 由于3岁时身患小儿麻痹症， 黄
秋生比同龄人矮小很多， 身高仅1.3米。
黄秋生的双腿细小变形， 走起路来一瘸
一拐， 不能长时间站立。 “比起别的小
儿麻痹症患者来说， 我还算是幸运的，
至少我还不需要拐棍轮椅。” 黄秋生乐
观地说。

黄秋生一直身体不好， 还患有骨质
疏松症、 严重贫血。 有一次体检抽了
300CC血， 他在床上足足躺了两天才慢
慢恢复过来。 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样的身

体情况需要照顾， 而黄秋生在高中时期
就已经独自生活。 他父亲为他在学校附
近租了一间小房， 从穿衣洗漱、 做菜吃
饭、 到房间整理， 他都独立完成。 黄秋
生说： “我从不觉得自己与别人有什么
不同， 别人能做到的事情我都要尽力去
做。”

来上大学后， 黄秋生看到“善行
100·爱心包裹” 公益活动招募志愿者，
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这让身边的老师同
学很吃惊。 黄秋生说：“我身体不好，家
人、 老师、 同学都很关心， 爱护我。 我
也想把爱传递出去。 以前， 我在电视里
看到过志愿者， 觉得帮助别人很快乐。
我很想这样做。”

黄秋生的劝募工作并不顺利。 第一
天， 他站上街头， 刚开了个口， 就被拒
绝了， 有的人怀疑他是骗人的。 这让黄
秋生觉得很受伤， 甚至想打退堂鼓。 回
到学校后， 他和同伴们认真交流， 发现
自己语速太慢， 声音太小。 他对着镜子
练起了推介词。 第二天， 他终于劝募到
了第一笔资金100元。 他说： “让我感
到骄傲的是， 募捐的那位阿姨说‘这样
的身体还能坚持做志愿者， 我尽点力也
是应该的’。”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判决结果】
1月16日，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 驳回了原告陈某要求被告盛
某偿还15.52万美元的诉讼请求。 情侣
之间的这起越洋追债纠纷案一审尘埃落
定。
【案情回放】

2010年，陈某与盛某在美国圣路易
斯大学相识恋爱。 盛某于2012年6月10
日、8月17日和2013年2月14日向陈某
出具了4万美元、2.3万美元、9.22万美
元的欠条3张，欠款金额共计15.52万美
元。 后来，两人分手，盛某回到长沙生活。
2013年8月5日，盛某母亲从国内银行向
陈某汇款20万元人民币， 作为第一张欠
条4万美元的还款。 2014年8月，陈某向
天心区人民法院起诉盛某，要求偿还3张
欠条所载金额15.52万美元及利息。

本案由天心区人民法院院长马贤兴
担任审判长 ， 于2014年10月28日和
2015年1月5日两次公开开庭。第一次开
庭，原告陈某的代理人向法庭出具了3张
欠条。 被告盛某的代理人辩称：第一张4
万美元欠条所欠款项， 已由盛某母亲代
为偿还20万元人民币。第二、三张欠条所
载欠款并未实际发生， 是原被告双方吵
架时应女方强烈要求所写。 原告代理人
对第一笔4万美元欠款已偿予以认可，但
坚称第二、三笔欠款是真实借贷。

第二次开庭， 被告盛某本人到庭应
诉，而原告陈某未到庭。 法庭允许原告陈
某通过视频与被告对质，但原告不同意。
这次开庭， 原告代理人提供了原告在美

国生活期间的17万美元银行支取记录凭
证。
【法官说法】

本案审判长马贤兴说， 法官对不能
提供实际交付证据的大额“白纸欠条”
或“白纸借据” 不予认可， 是基于以下
考量： 第一， 个人之间的借贷是一种实
践性合同。 所谓实践性合同， 不仅要看
其是否有合同文本或借据文字， 还要考
察其是否实际交付。 只有完成实际交
付， 才可以认定合同成立。 第二， 司法
要防止胁迫和串通。 鉴于当前现实生活
中， 一些人背弃诚信原则， 或出于各种
原因胁迫他人立下借据或欠条， 或双方
恶意串通虚设借款损害国家、 集体和他
人权益， 如果司法裁判对没有实际交付
证据的大额“白纸借据、 欠条” 或“白
纸债权确认书” 等予以认可， 就给胁迫
和恶意串通以可乘之机， 这将对社会诚
信和社会秩序带来严重损害。 从本案庭
审情况看， 就有胁迫的情形存在， 被告
盛某提出第二、 三张欠条是在吵架情形
下应原告强烈要求所写， 而原告本人始
终不出庭， 其代理律师未亲历， 对此无
法作出合理解释。 况且， 原告陈某所举
在美国生活期间支取17万美元的银行支
取记录凭证与借贷没有关联性。 因此，
这种越洋追债的“空白欠条” 真伪难
辨。
【温馨提示】

民间借贷行为如果实际发生， 出借
人除了保留合同、 借据外， 大额借款还
必须通过银行转账并保留交付记录， 最
可靠的证据就是 “点对点” 的银行汇款
凭证。

涉嫌受贿罪

衡阳市城乡规划局党组副书记
欧黎明被批捕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 （记者 李勇 通讯员 刘亮 ） 株
洲市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消息： 经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批
准， 因涉嫌受贿罪， 衡阳市城乡规划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
长欧黎明被依法逮捕。

据介绍， 欧黎明， 男， 1966年5月生。 2014年11月，
经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株洲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
受贿罪对犯罪嫌疑人欧黎明立案侦查。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 （记者 陈鸿飞 ）
今天， 记者从衡阳火车站获悉， 春运期
间,该站预计发送旅客100万人次。 其中
南线旅客47万人次， 为有序应对南下客
流， 衡阳火车站将开通8趟南下始发临
客。

衡阳火车站负责人说， 根据客流调
查及预测， 今年春运衡阳火车站整体客
流将呈现“节前错峰平稳 节后高峰集
中” 特点。 客流仍以学生流、 务工流、
探亲流为主。 受除夕时间较往年后移影
响， 节前客流较平稳， 节后高峰相对集
中。 其中节前学生客流主要集中在1月
下旬至2月初期间， 农民工务工返乡到

达客流集中在2月10日至17日期间。 节
后客流高峰期间在2月23日至3月3日(正
月初五至正月十三)、 3月6日至3月10日
(正月十六至正月二十)出现， 节后最高
峰期将分别出现在正月初六(2月24日)和
正月十七(3月7日)， 预计日均发送旅客
高峰将突破5万人次。

今年春运， 衡阳火车站节后预计发
送南线旅客47万人次， 占春运节后旅客
发送总量55%， 为有序应对节后南下客
流， 衡阳火车站在节后陆续开行8趟南
下始发临客， 8趟临客终点站为广州、
广州东和深圳， 开行时间分别安排在每
日13时至21时。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 （记者 陈鸿飞）
今天， 记者在衡阳市春运办获悉， 今年
春运， 衡阳市道路、 水运将投入3319辆
道路营运客车和630艘客运船舶。 针对
客运环节中的安全问题， 市交通运输局
重点强化监控、 加强督查， 确保不合资
质车船不参运、 不具备资格驾驶员不开
车。

衡阳市春运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
年春运期间， 衡阳市道路、 水路客运量
约970万人次，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今年春运衡阳市计划投入道路营运客车
3319辆， 客运船舶630艘； 公交车1977
标台， 其中城区1252标台； 出租车2690

台， 其中城区1400台， 基本满足春运需
求。

为了确保旅客走得了、走得好、走得
舒心、走得安全，衡阳市交通运输系统提
前做好公路航道维修、 驾驶员从业资格
审查、 车船保修和综合技术检测及各类
人员培训等。 针对存在的安全管理薄弱
环节， 该局突出重点强化监控、 加强督
查，切实做到不合资质车船不参运，不具
备资格驾驶员不开车，超载车辆不出站，
“三品”检查不漏项，站场码头监管不缺
位，路检路查不定时，严格落实好“三不
进站、六不出站”和凌晨2:00至5:00休息
制度，确保春运安全有序。

救援被困工人
1月30日晚，临澧县新安

镇冀东水泥厂，由于冰冻，一
工人被困在近50米高的塔吊
上。 接到报警后，该县消防大
队官兵赶赴现场， 迅速展开
救援。 一小时后，工人被安全
营救至地面， 并立即送往医
院救治。

吴林芳 刘鹏 摄影报道

身边的美丽

身边的感动

好支书，造福乡亲30载

好学生，身残仍怀公益心

衡阳火车站开行8趟南下临客
预计发送旅客47万人次

春运期间

衡阳道路水路客运量约970万人次

我在毛主席外婆家乡当村官

周旋 图/张扬

以案说法
主持人：何淼玲
邮箱：1057831086@qq.com

越洋追债的“空白欠条”
为何未获法院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