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1版③）
在病床上弥留之际， 生命的最后一

刻， 张虎的愿望竟然是希望在遗体上覆
盖一面鲜红的党旗。 雨花区法院党组经
过研究，满足了他这一要求。

追悼会那天，哀乐阵阵，哭声一片。
张虎的生前好友来了， 不少案件当事人
也自发赶来， 送这位倾心办案的法官最
后一程。

张虎去世后，雨花区人民法院、雨花
区委政法委先后发出通知， 号召大家向
他学习。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追记张虎同志
个人三等功，并追授“全市优秀法官”荣
誉称号。

送达文书，6年骑坏4辆自行车

1969年8月20日， 张虎出生在长沙。
1990年，他从湖南省司法学校毕业，分配
到长沙市郊区人民法院岳麓山法庭工
作。

雨花区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蒋忠良
回忆说，那时的郊区范围很大，交通非常
不便，很多地方没有通公交车。当时岳麓
山法庭办公条件简陋， 文书需要送到院
里审批、刻蜡制作。年轻的张虎主动承担
起这项任务， 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法
庭、法院、当事人之间。从1990年到1996
年的6年里，张虎至少骑坏4辆自行车，累
计行程2万多公里。

郊区法院调整为雨花区法院后，张
虎先后在经济审判庭、 执行局等审执一
线工作。院里将他定岗在哪里，他就安心

待在哪里。从2011年开始，他视力开始模
糊， 只能借助放大镜看清楚电脑屏幕和
案卷上的文字。为了不耽误办案，他经常
加班至深夜。

2014年， 雨花区法院从8000多件案
件中评出10大优秀裁判文书， 其中就有
张虎的一份。

26年来，张虎主审结案1912件，参与
办案2000多件，无一错案，无一违法违纪
案，无一案被举报或投诉。

今年夏天， 病床上的张虎得知刚考
上大学的女儿报读的也是法律专业，露
出欣慰笑容。

连夜出省，为当事人划拨
70万元执行款

“多数人一生可能只打一次官司，身
为法官必须公正办案。”这是不善言辞的
张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2014年8月， 申请执行人湖南惠畅
有限公司和被执行人广西某公司一案
立案的第二天， 诉讼保全措施就要到
期， 而被执行人被查封的账户远在广
西， 如果不能及时赶到广西，70万元的
执行款就有可能随时被转移。 当天，长
沙到广西的两趟动车车票均已售罄。张
虎二话没说， 和同事连夜开车赶路，当
晚凌晨5点赶到桂林市。 他们顾不上休
息， 干脆坐到银行门口等银行开门营
业，第一时间将被执行人的70万元划拨
到法院账户。

一次，张虎的同学刘某来到家里，送
上烟酒、土特产等，请他帮忙。原来刘某

的弟弟欠债，房子面临被查封。张虎拒收
礼物，解释道：“老同学啊，不是我不给你
面子，法律不能打折扣，我得依法办案！”
刘某弟弟房子被查封后， 主动履行了还
债义务。

整理遗物时，他最好的衣
服是法官制服

这是怎样一个清贫的家。
张虎去世后，大家整理遗物时，发现

他最好的衣服竟然是法院2013年发的那
件法官制服。

张虎上有72岁的老母需要赡养，妻
子胡建霞瘦小单薄，靠打零工补贴家用。
直到2011年，他家才购买首套商品房。这
套50多万元的房产，张虎贷款40万元。胡
建霞说：“这套房子现在仍在还贷。”

胡建霞1998年下岗， 看到姐妹们很
快找关系重新就业，她有些坐不住，对张
虎说，你是法官，多少有些人脉，你帮我
找个工作吧。 张虎不肯：“社会的不正之
风就是这样形成的。我管不了别人，但我
可以管住自己。”相濡以沫多年的妻子理
解丈夫，也不强求。

雨花区法院执行局局长聂志强知道
张虎家清贫。 有次法院选聘人民陪审员
时，建议他妻子试一试，如果选聘上，陪
审一次有一定的补贴。 张虎拒绝道：“我
自己在法院当法官， 妻子来当陪审员影
响不好。”

憨憨的张虎总是笑眯眯的， 从不追
求时尚的穿着。 年轻同事见他总是穿着
洗得泛白的制服，要他去买新衣服。张虎

买了2件T恤，一共120元。
张虎心地善良。 住院时看到同室两

位病友家境困难， 他嘱咐妻子分别给他
们200元，转院时甚至连食堂饭卡内的余
额都转赠给病友。

（上接1版②）
戴道晋说，各部门、各单位

要明确责任，各负其责，通过广
泛动员群众， 在全省形成全社
会关注、支持、参与新农村建设
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浓厚氛围，
齐心协力下好新农村建设这盘

棋。
会前， 与会代表考察了汨

罗市桃林寺镇大托村、 岳阳县
新墙镇清水村的新农村建设情
况。 会上，岳阳市、石门县、望城
区书堂山街道、 赫山区竹泉山
村作了经验介绍。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杨滨瑞

经济·政治2015年8月25日 星期二3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 （记者 秦慧英
通讯员 萧欣 刘泉子）今年底，全省14个
市州将全部完成数字城市建设。 这是记
者从今天上午从省国土资源厅召开的数
字城市地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新闻发布
会上获得的消息。

发布会透露，截至今年8月，我省14
个市州已经全部启动了数字城市建设，
其中长沙、株洲、湘潭及郴州、常德等12
个市州已建成并通过验收， 怀化与张家

界预计年底也将建成。与此同时，湘乡、
桂东等31个县市区也启动了数字城市建
设，并有5个县市区已建成并通过验收。

“土地利用规划、水利普查、人口普
查、高铁地铁的选址勘测，乃至百姓日常
出行等， 都离不开基础地理信息提供数
据服务。”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金勇章表
示， 目前国土行业的数字化建设已经延
伸到乡镇一级，比如农民建房，乡镇国土
所的工作人员通过手持GPS给予定位，将

信息输入系统提交县级国土部门即可，
比以往的纸质版录入，更准确更便捷，也
给老百姓节约了时间。

截至2015年上半年， 全省14个市州
共建成数字城管系统、人口管理系统、网
格社会化管理系统等99个典型应用系
统， 另有土地执法系统等18个系统在
建。近5年来，国土资源厅累计为全省各
行各业提供基础地理信息成果23万余
幅，节约财政资金6亿多元。

省国土资源厅同时表示， 国土部门
将对外无偿提供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依
照国家保密与信息安全有特殊要求的除
外），各相关单位若有相关需求，可向国
土部门提交申请。

彭雅惠

就在本月，湖南新聪厨
食品有限公司向肯尼亚出
口了8万余份湘菜。 这是本
土湘菜首次大批量出口海
外，对于湖南特色产品出口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巨
大的海外市场一经打开，订
单源源不断，许多国家和地
区的进口商主动找上门来。

中菜成批量生产， 这在
很多人眼里，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在人们的思维中， 中菜
是个性化的，东西南北中，风
味各不同，八大菜系，万国风
味，餐馆林立之下，食客的肠
胃，各有所好。至今，我们还
没有看到， 如国外洋品牌一
样， 能在国内大批量标准化
生产销售的中餐。

国内市场中餐大批量
生产不行，于是人们认为到
国外销售， 也是不行的。思
维一禁锢，中餐的“工业化”
之路便没有人敢走了。

偏偏有不信邪的人，新
聪厨把湘菜大批量卖到海
外 ， 在不可能处发现了商
机。

当然，在出口海外的后
面，新聪厨公司是下了大功
夫的。通过研发湘菜制作标
准化 、建立蔬菜基地 、实行

ISO22000标准管理等，最终
攻克了这些“不可能”，通过
了国家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备案 。做成了湖南 “独一无
二”的湘菜出口生意。

据公司的负责人讲述，
这条路走来十分不容易，其
中经历的艰难，说起来都让
人辛酸 。但他们相信 ，这条
前人未走过的路，前途一定
光明。

在如今的商业竞争中，
已有的常规市场早就被众
多商家深掘细挖，难有新的
开发空间，尤其对于初出茅
庐的创业者来说，想在成熟
的市场去分一杯羹，谈何容
易 。相反 ，在别人都认为不
可能成功不太关注的地方，
却是市场的空白点，可能孕
育巨大商机。

将 “不可能 ”变成 “可
能”，是从无到有的创新，创
新者没有成功经验可借鉴，
必须作好艰苦创业，百折不
回的准备。 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时代，改变固定的
思维方式 ， 从不可能处着
手，敢想敢干，不断创新，也
许能结出让人意想不到的
果实。

从盖茨到马云们，哪个
不是从 “不可能 ”处着手的
呢？

8月22日，双峰县井字镇石奇村，村民在晾晒稻谷。今年，该县推广“超级杂交中稻+再生稻”项目，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水稻
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等技术进行稻田管理，中稻喜获丰收。据县农业局和统计局抽样测产，今年的中稻平均亩产预计可达605.9
公斤。 李建新 摄

通讯员 刘勋惠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提起“蔡九哥”，人们都
记得湖南花鼓戏《打铜锣》里
的那个中年汉子， 因其一身
正气管“闲事”、铁面无私护
庄稼而受到观众喜爱。8月24
日， 记者在安仁县也碰到一
个“蔡九哥”，他就是羊脑乡
中洞村年过半百的村民凌金
保。

从禁赌到禁毒， 从禁畜
下田到禁火上山， 从维护社
会公德到帮扶老弱病残，凌
金保见“事”就管、见“难”就
上。

主动请缨保平安
一段时期， 中洞村治安

情况不好，偷盗、赌博、打架
斗殴等时有发生。 凌金保觉
得维护社会治安是自己应尽
的义务，2005年，他向乡综治
办主动请缨加入治安联防
队。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凌
金保始终走在巡逻前列。节
假日，他经常独自一人巡查，
有时通宵达旦。

2008年， 一场冰灾给当
地电力设施造成毁灭性破
坏，有不法分子乘虚而入，日
伏夜出、伺机作案。对此，凌
金保一直保持警惕。 一天深
夜，他在巡防中发现，几个黑
影在一家超市门口晃动。不
一会，卷闸门发出轻微响声。
凌金保一边“嘭嘭”地敲起了
铜锣， 一边厉声喝道：“你们
要干什么！”“黑影”闻“声”丧
胆，落荒而逃。

自告奋勇当“城管”
中洞村是乡政府驻地，

过去由于管理不到位， 集贸
市场“脏乱差”，摊担乱摆、车
辆乱停。为改变这种状况，凌
金保自告奋勇当起了“城管
员”，对乱摆摊、乱停车、乱扔
垃圾等行为进行劝导、制止。

起初， 一些商贩有抵触
情绪，说他“狗咬耗子多管闲
事”。凌金保不愠不火，三番
五次地劝说、教育、疏导，硬
是将商贩们劝到了划好的区
域摆摊设点。

集贸市场是人流集中
地，凌金保还利用这一平台，
宣传政策法规与党委、 政府
的中心工作等。 每年防火期
间，他手持高音喇叭，巡回广
播县里的“禁火令”，传授防
火知识。 近10年来， 他有
1000余天在集市上作宣传，
发放禁赌、 禁毒及计划生育
等方面宣传资料15万多份。

“揪”着闲事不放手
凌金保闲不住， 也是一

个“揪”着闲事不放手的人。
正是他这一“揪”，帮了不少
人。

今年3月17日，凌金保在
街上巡逻时， 看到一个蓬头
垢面的中年妇女在垃圾箱里
翻找食物，便将其带回家里，
让妻子料理。后经了解，该流
浪女有智障， 是常宁市柏坊
镇大柏村人， 已迷路走失一
个多月。 凌金保想尽办法联
系上她的丈夫。 她丈夫赶过
来后，对凌金保感激万分，连
连道谢。

类似的事， 凌金保遇到
过多次。2013年冬天的一个
夜晚， 一个神情恍惚的妇女
牵着不足4岁的小孩，在寒风
中游荡。从其语无伦次、含糊
不清的话语中， 凌金保判断
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小孩
在这样一个无监护能力的妇
女手中，万一出事，后果不堪
设想。 于是凌金保拨通了派
出所的电话， 将这对母子安
全送到了派出所。

凌金保管“闲事” 出了
名， 有人好奇地问：“你做了
这么多好事， 收入有多高？”
老凌淡淡一笑：“我没拿一分
钱报酬，如果为了钱，我就不
会干这一行。”

老人掉进深坑身亡
两家公司共同担责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闾敏 舒丽莉

【判决结果】
老人冯某早晨散步时跌入路边深坑，

不治身亡。近日，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审
结这起生命权纠纷案， 判决两家交叉施工
的公司各承担50%的责任， 共同赔偿死者
家属20余万元。
【案情回放】

2014年3月，因治理云溪河，岳阳市云
溪区建筑工程总公司在京广线云溪铁路桥
下进行截污管道道路施工， 施工时在云溪
铁路桥下挖了一个基坑，并设置了挡板。在
此期间，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承
包岳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云溪分公司燃气
管道铺设工程， 其铺设燃气管道与施工地
段交叉施工， 施工过程中基坑旁边的挡板
被施工人员打开， 留下一个缺口供行人通
行 。2014年7月23日 ，84岁的冯某外出散
步，经过云溪铁路桥下通道时，跌入基坑内
受伤， 后不治身亡。 当时基坑周围没有挡
板。
【法官说法】

审理此案的法官任亚波认为， 在公共
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 修缮安装地下设施
等， 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
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 交叉施工的两家公司在施工过程
中疏于管理， 防止行人进入的挡板被施工
人员拆除，致使受害人冯某跌入坑内死亡，
两家公司对此均负有责任。 法院据此判令
两家公司按5∶5的比例， 共同赔偿冯某家
属20余万元。
【温馨提示】

在公共场地施工一定要采取措施，确
保行人和过往车辆安全通行。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松柏 黄敬波

8月24日，汨罗市地税局办税大厅。
7分钟的微电影《时光里的玫瑰》，在大
厅一台电脑屏幕上循环播放，前来办税
的市民看得津津有味。

“这是我们首次采用大厅展播的方
式，播放自导自演的优秀青年税干黄婵
的微电影。” 市地税局副局长何贵求告
诉记者， 该局今年开展党建标准化建
设，争创学习型、服务型、规范型、创新
型党组织，争做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

中有责、心中有戒党员。如何创新宣传？
该局几个年轻党员一合计，将微电影作
为“秘密武器”搬上了阵地。

“拍自己人的电影，我们选择的素
材，更要经得住检验。”彭哲等人是微电
影“编剧”。当天，他们拿着个小本子，来
到大厅“采风”。年轻税干的谦虚求教，
让现场观众敞开了心扉。

“微电影拍得不错！”前来办税的同
力电子负责人看完视频，把链接“扫”进
了手机。“你们推行‘精微服务’，打造竞
勤、竞廉、竞新、竞优的‘四竞兴税’文化
品牌值得用微电影宣讲。”今年，汨罗地

税五分局党员帮扶小组协助该公司财
务， 耐心清理固定资产和各项账目，促
成桑德环境和同力电子完成股权转让。
同力电子对电视机等电子废弃物拆解
能力由5000台/天上升到6500台/天，
每年增加税收100余万元。

一次小规模的微电影现场播放，引
起了众多纳税人的共鸣，也“牵”出了很
多硬素材。 汨罗市地税局局长李适称：
“拍摄微电影，就是要用身边人教育、带
动身边人。我们还要充分发挥微信公众
号、QQ群、短信等平台作用，让自己人
的微电影天天放！”

以案说法
主持人：何淼玲
邮箱：105783108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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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基层

“自己人的微电影天天放”

谈经论市

商机，也许就在不可能处

安仁有个“蔡九哥”

■短评

坚守源于热爱
何淼玲

张虎是全国36万名基层法官中的
一员。26年里，他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
只有质朴无华、默默无闻的坚守。

他的坚守， 源于对党的无限热爱。
13年党龄，26年工龄，他从未向组织提过
任何要求 ，也不计个人得失 ，生命的最
后一刻，他的愿望竟然是希望在遗体上
覆盖一面鲜红的党旗。他用自己的点点
滴滴 、一言一行 ，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
入党时坚定无悔的誓词。

他的坚守， 源于对法律的热爱。院
里将他定岗在哪里 ， 他就安心待在哪
里。不论是风里来雨里去骑着自行车送
达文书， 还是半夜翻身起床修改文案，
都源于他对法律岗位的热爱。

他的坚守 ，源于有一颗善良的心 。
他想当事人之所想 ，急当事人之所急 ，
办起案来废寝忘食 ，不分昼夜 。他教育
女儿 ， 做人要做个好人 ， 做个善良的
人。

张虎虽然已经走了，但他用生命践
行 “忠诚 、为民、公正 、廉洁 ”，值得我们
怀念、学习。

（紧接1版①）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已体现
了对75周岁以上老年人犯罪予以从轻处罚的精
神。 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
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对这类罪犯
予以特赦， 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的精神，能够实现刑法的惩罚与教
育相结合的目的。 同时，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对他们中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
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的罪犯，不予特
赦。

李适时说，为避免出现“刚判即赦”的情况，
草案将特赦对象确定为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
刑的罪犯。关于特赦的执行，草案规定，自决定施
行之日起，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经人民
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即予以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