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8日讯 （记者
李勇 通讯员 唐蓉） 记者今天
从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获悉： 该
院日前决定， 依法对湖南省监
狱管理局监狱规划处原处长喻

兵 （正处级）、 教育改造处原副
处长胡勇华 （副处级） 涉嫌受
贿犯罪立案侦查， 并采取强制
措施。 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
中。

涉嫌受贿犯罪
省监狱管理局两处级干部被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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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罗时茂

20年前， 她遭遇家庭变故陷入困境，
一名中学党支部书记连续5年资助素不相
识的她读完小学。 20年来，她苦苦寻找这
未曾见过的恩人,希望能道声感谢。 一周
前，在网友的帮助下，她终于如愿以偿。见
面时，泪眼湿润的她，握着老支书的手说：

“以后，咱们要像亲人一样，多来往。 ”

家庭连番变故， 好心老
师资助她小学毕业

唐美玲是浏阳市葛家乡乌石龙村
人，在她8岁时，一天大雪纷飞，她父亲
在给她和弟弟送午饭的路上，不慎滑进
了池塘，再也没能爬出来。第二年，她母
亲带着弟弟改嫁， 把她留给了70多岁、
基本失去劳动能力的爷爷奶奶。在爷爷

去世、奶奶中风后，她又过上了在两个
叔叔家轮流吃饭的日子。

1995年的一天， 老师把她喊到办公
室，说有位好心老师想要资助她，并递给
她一张“希望工程结对救助卡”，在卡的
反面，写着资助者“黄蔚保”，通信地址

“济阳市教育局”以及她的个人信息。
从那年起， 每到新学期开学时，

她都会收到一张邮政汇款单， 黄老师
会按时给她寄去40元钱， 直至她小学
毕业。 她曾先后四次写信， 想表达这
份感激， 但一直没收到回信。

20年苦苦寻找未果， 论
坛发帖求助找到老支书

“我去教育局打听过，但一直没问
到。 ”大学时，唐美玲第一次专程去市教
育局，想找到黄蔚保老师，或许是没问
到知道的人，所以一直没有结果。

大学毕业后， 结婚、 创业、 生子。
每次经过市教育局， 唐美玲心里都会
想起黄老师。 虽然搬了5次家， 但那张
结对卡， 她一直完好地保留着。 “想
当面跟黄老师说声谢谢。”

今年3月31日， 唐美玲的丈夫到市教
育局办事， 从中得知， 黄蔚保老师是在
浏阳市大瑶二中退休的。 当天， 唐美玲
就在浏阳论坛发帖寻人， 很快就收到热
心网友的回应： 他是我曾经的老师、 他
老家是金刚镇的， 以前是浏阳市大瑶二
中的党支部书记。 “发帖后不到一个
小时， 就找到了黄老师女儿的联系方
式。” 曾经寻觅数年不得， 如今一小时就
找到了， 唐美玲非常激动。

见到恩人 ， 她两眼湿润 ，
“今后要像亲人一样， 多来往”

从黄蔚保女儿处问到老人家的

手机号码 ， 唐美玲第一时间打了过
去。

10多分钟电话打下来， 听得出， 70
多岁的黄老师很高兴。 唐美玲恨不得马
上见到恩人， 但当时老人在金刚老家，
两人约定回浏阳市见面。

4月1日下午， 黄蔚保回到浏阳。 见
到黄老师的那一刻， 唐美玲两眼湿润，
握着黄老师的手， 激动地说： “以后大
家要像亲人一样， 多来往。”

双方交流后， 唐美玲才知道， 因
为黄蔚保的夫人跟唐美玲同村， 夫妻
间一次偶然间的谈话， 黄蔚保了解了
唐美玲的遭遇， 觉得这娃太可怜， 自
己作为一名支部书记， 不能坐视不
管。 而这一管， 就是5年。 记者拨通
老支书的电话， 由于年已7旬的黄老
师习惯了平静的生活， 婉拒了记者的
采访。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日前， 在长沙市麓谷街道和馨
园社区的“老馆长故事吧”， 原雷
锋纪念馆馆长雷孟宣正向社区的居
民讲着雷锋事迹。 从读小学， 到走
上工作岗位， 一个个雷锋助人为乐
的小故事， 在他洪亮的声音和带着
手势的讲解下， 变得生动鲜活， 居
民们听得津津有味。

望城是雷锋的家乡， 半个世纪
以来， 雷锋精神的根， 已经在这里
生发蔓延、 抽枝长叶、 开花结果。
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 一批又一
批、 一代又一代“雷锋”。

做精神信仰的守护人
今年已83岁高龄的雷孟宣是雷

锋的“同宗同辈” 人， 从1963年以
来， 就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宣传和弘
扬雷锋精神上， 是个“从嘴巴到脑
子到脚板从没离开过雷锋” 的人。
当年， 为筹建雷锋纪念馆， 他跑遍
了雷锋生活、 工作过的地方， 搜集
雷锋使用过的铁锅、 竹床等物品，
在北京军事博物馆曾连续几天伏在
展板前， 一笔一画地抄录20万字的
雷锋日记手稿。 多年来， 他外出作
学雷锋报告2000多场， 足迹遍及20
余个省， 听众达2000万人次。

在望城， 把雷锋精神作为一种
信仰来坚守和传承的又何止雷孟
宣。

在望城消防大队， 新兵上的第
一堂课是学习雷锋先进事迹， 开展
的第一次活动是参观雷锋纪念馆，
读的第一本书是 《雷锋的故事》，
学唱的第一支歌是 《学习雷锋好榜
样》， 雷锋精神深深融入官兵血脉。
大队挺身危难、 扶贫济困， 被公安
部授予“学雷锋模范消防大队” 荣
誉称号。

走在望城地界， 雷锋塑像、 雷
锋标语随处可见， 雷锋图书馆、 雷

锋电影院等以“雷锋” 命名的文化
场馆比比皆是， 160个公交站牌均
植入雷锋照片、 雷锋日记。 望城还
制作雷锋动漫、 开通雷锋微博、 设
立学雷锋微信公众号……雷锋精神
已成为望城的“区魂”。

于是有了为抢救交通事故伤者
而身负重伤、 下半身基本瘫痪的村
民郭德高， 为抢救落水儿童而双双
献出如花生命的赵汝萍、 赵雅萍小
姐妹， 常年为孩子们提供免费阅览
服务的师友图书馆创办人李芳等

“五朵金花”， 毅然放弃20万年薪回
村带领群众创业致富的“雷锋式好
支书” 朱学武……全区有41人获市
级以上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称号，
6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他们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 默默传承着雷锋精
神。

做春风化雨的志愿者
“我丈夫突发高血压致颅内积

血， 昏迷不醒， 一个月时间就花费
了20多万元， 接着还需脑颅盖缝合
手术， 几万元费用仍无着落， 我快
要崩溃了……” 2014年冬天的一个
夜晚， 望城“雷锋580” 紧急救助
热线接到东城镇金钩峙村村民余云
辉的求助电话。

“没想到， 第二天‘雷锋580’
志愿者就来我家走访核实， 并马上
把情况反馈给了区民政局和镇政府，
不久区雷锋慈善会
就为我家送来了
25000元救助款 ，
解了我家的燃眉之
急！” 余云辉感动而
泣。

从2013年起 ，
望城明确每年将新
增财力的80%用于
民生， 5%用于困难
群众帮扶工作， 为
全区扶贫济困和学

雷锋的开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从“雷锋580” 热线衍生出的

“爱心妈妈”、 “热心青年”、 “亲情
学子” 等10个志愿服务队， 为困难
居民、 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人员、 突
发意外事故的求助者送去一场场
“及时雨”。

百姓城管志愿者协会吸引机关
干部、 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 门店
业主等不同群体纷纷加入， 每周
五， 上万名志愿者一同走上大街小
巷， 打扫公共卫生、 劝导不文明现
象， 处处可见“红马甲”。 望城在
2013年全省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
考评中排名第一。

“万人红袖章” 队伍由街道组
织、 民警带队， 分区域、 分时段义
务上街巡防、 看守门栋， 防止入室
盗窃、 机动车盗窃、 飞车抢夺等案
件发生， 为群众织起了一张“红色
安全网”， 2014年全区刑事发案同
比下降9.8%。

此外， 望城还在全区公共场所
建立126个“580”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点、 岗）， 推进志愿服务资源与需
求的有效对接； 率先全省创办以好
人好事为“储蓄资金” 的“道德银
行”， 推出以捐赠救助为“营业项
目” 的“雷锋超市” ……全区100
多支志愿服务队、 35000多名志愿
者活跃在望城的各个角落， 将新时
代的雷锋精神洒遍望城城乡。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拆迁拆违， 群众是否支持
直接影响着进度。 地处长沙东
大门入城口的雨花区大桥社区
（原大桥村）， 近两年共拆除违
章建筑40多万平方米。 社区筹
委会采用的先安置后拆迁措
施， 让居民乐意并主动配合，
解决了拆迁拆违难的矛盾。

整村拆迁
城中村思变转型
一边是合理规划的高楼大

厦， 一边却是乱搭乱盖的违章
建筑。 两年前， 位于长沙东南
门户的雨花区大桥社区， 与飞
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格格不
入。

4月1日， 沙湾路口， 过去
肆意林立的违章建筑已经变成
一片废墟， 耳边不时传来凿岩
机作业的声音。

“很多老百姓看着房子被
拆都难过，可为了城市发展，他
们还是愿意支持改造。 ”大桥社
区筹委会主任李万强告诉记
者，大桥不是拆得最早的，但却
拆得最快，今年5月这里的违章
建筑就可以全部‘清零’。 在李
万强看来， 一方面是百姓觉悟
高、思变期盼大；另一方面，得
益于社区筹委会公开透明、为
民务实拆迁，“一把尺子量到
底”。

2012年起， 社区筹委会按
照“整村拆迁、 整村安置、 整
村开发” 思路， 党员干部身体
力行带头拆迁， 并发动亲戚主

动拆迁，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
用。 同时， 通过召开群众大
会、 宣传车、 网络、 短信平台
等方式， 社区筹委会把拆迁政
策送到每一位居民身边， 做到
家喻户晓。 从踏破门槛动员拆
迁， 到后来居民自觉响应， 李
万强说， 这样的局面他以前想
都不敢想。

先安后拆
新市民“洗脚上楼”
今年，长沙市启动了大规模

拆违控违行动，其中雨花区要完
成300万平方米的拆违任务。 为
了拆除违章建筑， 建立新城区，
大桥社区筹委会筹集上千万资
金建成了四期安置房，先让居民
住进安置小区，同时加快建设周
边配套设施，得到居民们的支持
和拥护。

“过去周边到处是乱搭乱
建的违章建筑，流动人口多，环
境卫生差，治安、消防隐患让人
每天提心吊胆， 现在住上四层
小楼，真正安居乐业了。 ”今年
56岁的大桥社区“原住民”陈万
洪，今年2月带着一家人搬进了
安置小区，4层房子已经出租2
层， 每个月能带来近5000元收
入。

“拆迁改造， 目的不是拆
而是建， 通过这样一个过程，
让老百姓早日享受城市的发展
成果。” 李万强介绍， 逐步完
善的配套设施和统一的物业管
理， 明显改善了社区人居环
境， 村民的生活品质显著提
升。

社区戒毒期间复吸
被强戒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任宇 刘孟龙

【处罚结果】
4月7日， 省内某知名医院的精神科医生

邓某因在社区戒毒期间复吸毒品， 被公安机
关查获， 送往长沙市长桥强制隔离戒毒所，
对其进行2年强制隔离戒毒处罚。

【案情回放】
省内某知名医院的精神科医生邓某， 上

班之余爱好打牌 。 他第一次接触毒品是在
2011年， 当时因打牌时感觉精力不集中， 且
知道冰毒、 K粉等毒品能提高兴奋度， 他自以
为是精神科医生， 对精神类药物有较深认识，
认为少量吸食不会成瘾， 于是在朋友怂恿下
吸食了冰毒， 当时感觉精神特别好， 打了一
个通宵牌也没有瞌睡。 自此， 他每逢打牌都
要吸食少量冰毒， 而且逐渐上瘾， 加大剂量。

2013年5月， 邓某在家中与他人一起吸
毒被查获， 因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判刑8个月。
刑满出狱后， 他到其所在社区接受为期3年的
社区戒毒。 2014年10月， 社区通知他到派出
所进行例行尿检， 结果发现冰毒检测再次呈
阳性， 公安机关依法决定对其强制隔离戒毒。
在公安机关的脱毒基地接受几个月的强制脱
毒后， 邓某被送往长沙市长桥强制隔离戒毒
所， 执行为期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 强戒期满
后， 他还得在社区接受为期3年的社区康复。

【民警说法】
长桥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刘杰介绍 ，

《禁毒法》 第38条规定： 吸毒成瘾人员在社区
戒毒期间吸食、 注射毒品的， 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本案中， 邓某刑满出狱后虽然到居住地社区
报到， 也与社区签订了戒毒协议， 接受为期3
年的社区戒毒。 而他在此期间再次吸毒， 故
公安机关依法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温馨提示】
法律有温情的一面， 更有威严的一面。 邓

某在社区接受戒毒， 本应痛下决心， 好好改
造， 结果毒瘾难除， 再次复吸， 被决定强制隔
离戒毒， 其教训应引以为戒。

25吨鞭炮纸
货车起火

致京港澳高速五里牌
路段交通中断近4小时

湖南日报4月8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邓正霞） 今天凌晨1时25分， 一辆满载鞭炮纸
的大货车途经京港澳高速五里牌路段时起火，
车上25吨价值20余万元的纸制品猛烈燃烧。
郴州消防指挥中心接警后， 立即调集3辆消防
车和15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1时50分， 消防官兵赶到事故现场发现，
大火正不断引燃车上的纸制品， 火势已经蔓
延到整个车厢， 俨然成为了一个巨型“火
球”， 此时的油箱已经被大火包围。

根据现场情况， 指挥员立即做出战斗指
令： 命令战斗员出3只水枪， 一只负责冷却油
箱温度， 防止爆炸； 另两支分别位于车厢两
侧进行扑救， 然后以夹攻的方式向中间合拢
以压制火势。 30分钟后， 车厢的前部火势得
到有效控制， 但炭化的纸制品内部还在不断
复燃。 参战官兵一边拨开一边进行灌水冷却，
以彻底灭绝火源。 经过近4个小时的奋力扑
救， 大火最终被扑灭。

5时45分， 在确定无复燃可能后中队官兵
撤离现场。 事故造成货车及车上大部分鞭炮
纸被烧毁， 并致使京港澳高速五里牌路段交
通中断近4个小时。

湖南日报4月8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刘亚平 周冲）
因与男友出现感情纠纷，一名女
子喝醉酒后，在火车站候车室将
2万元现金抛撒空中。 车站民警
迅速平息事态， 和旅客一起，如
数捡回女子抛撒的现金。 这是4
月7日发生在怀化铁路管内铜仁
火车站的事。

4月7日凌晨5时许，怀化铁
路公安处铜仁火车站派出所值
勤民警在巡视时， 发现二楼候
车室一名女子站在椅子上，嘴
里不停喊着什么， 并将大把百
元人民币向空中抛撒， 钞票像
雪花般向四周飘落。 民警迅速
过去， 对该女子的行为进行制
止， 并组织车站工作人员及现
场旅客， 将散落在座椅上和地
下的现金一一捡起，当面点清，

共计2万元。 因这名女子浑身酒
气、神情恍惚，民警将她带至车
站派出所，让她醒酒。

事后，民警调查得知，女子
汪某，26岁， 怀化靖州人。4月6
日，她来铜仁寻找前男友被拒绝
见面，痛苦不堪，当晚独自一人
喝闷酒至次日凌晨， 酩酊大醉。
凌晨5时许， 她在铜仁火车站候
车室准备乘车回靖州时，在酒精
作用下， 无法压抑心里的冲动，
突然将自己挎包内的2万元现金
抛向候车室上空。

汪某清醒后，民警将2万元
现金当场退还， 并对她进行了
批评教育， 告诉她在公共场所
抛撒现金扰乱秩序是违法行
为，应正确对待个人问题，不能
因为情感问题而做出伤害自
己、危害社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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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女子抛撒现金
民警与旅客如数捡回

“先安后拆”
破解拆迁难

4月7日， 嘉禾县工商执法人员在检查农资商品。 春种时节， 该县多部门联合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 对全县
13个农资市场的200多个农资店进行逐一检查， 严厉查处制售假冒伪劣种子、 农药、 化肥等违法行为， 净化农资
商品市场。 黄春涛 肖加林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