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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的“三条铁规”

1949年8月，28岁的华国锋率领南
下湘阴县工作团接管湘阴， 任县委书记
兼武装部大队政委。当年因受洪水袭击，
湖泊星罗棋布的湘阴田园尽毁， 加之血
吸虫的危害，灾民成群。
10月下旬， 华国锋和警卫员裴红明
迎着丝丝寒意，一前一后行走在和丰垸。
走着走着， 华国锋弯腰钻进了一座矮小
破烂的棚子，裴红明紧跟其后。棚内一个
40多岁的中年男人， 正蹲在临时建的土
灶前生火。
“你是？”中年男人问道。
“这位是县委的华政委，是到和丰垸
来看灾情的。”裴红明赶紧说。
“哦，是华政委啊！快请坐，快请坐。”
中年男人急忙站起来让座。
棚子里只有一条脏兮兮的旧木凳。
华国锋一转身正要坐下去时， 裴红明却
拦着要去吹。华国锋冲他瞪眼睛，裴红明

赶紧退了回来。随后，华国锋干脆走到灶
前，对中年男子说：“老乡，我来给你烧火
吧！”“不，不，不。那怎么行！”中年男子不
肯。“没关系，没关系。我也好随便了解些
情况。”华国锋一再坚持，中年男子只好让
出地方。华国锋一屁股便坐到地上，一边
加柴吹火，一边与中年男子拉起了家常。
“老乡，你家里几口人啊？”
“老少共7口。”
“住在这里多少年了？”
“听祖上说，清朝嘉庆初年从江西迁
到这里的。”
正聊着，一只猪崽“哼哼”叫了几声，
从床底钻了出来。 这可把裴红明吓了一
跳。南方人怎么把猪放在床下养呢？人怎
么睡觉呢？
“出去，出去。”裴红明悄悄地用脚尖
踢小猪，想把它赶出去。小猪看到家里来
了客人，显得亲热无比，竟然跑到华国锋

身边去了。
“老乡，你这头猪崽养得不错嘛！”华
国锋伸手摸了一下小猪，对中年男子说。
“
嗯，要不发大水倒垸子才好，要不然
一头都保不住了。”中年男子叹息着说。
接过中年男子的话头， 华国锋又详
细问起了水灾的情况， 如堤垸倒溃情况
啦，有多少人逃荒去了啦，有多少人缺粮
啦，如何尽快把堤防垸修好啦等等。华国
锋一边细心听着，一边向灶膛里加芦苇。
芦柴潮湿难得烧燃， 他就随手拿起吹火
筒吹，吹得灶膛内风声呼呼，芦柴也哔哔
剥剥作响。
裴红明毕竟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他对华国锋手里的那个吹火筒很感兴
趣，就说：“政委，您休息一下，让我来烧
一会。” 华国锋便把吹火筒给了裴红明，
自己靠中年男子坐下，畅谈起来，还不时
拿出笔记本作记录。

回到县城后， 华国锋语重心长地对
裴红明说：“以后到贫雇农家去， 没有凳
子就坐地，有凳子也不要去吹灰打灰，一
吹一打就把我们与群众的感情吹掉打散
了。吃饭、喝茶也一样，群众能吃能用的，
我们也应该能吃能用，不能有反常表现。
按群众说法叫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吃饭
时，也不要吃‘哑巴’饭，要多与群众交
流。饭前饭后空闲时间内，不要拿着书报
看，要帮群众做点什么事。没有得到农家
人同意，不要去乱动人家的东西……”
后来， 华国锋把这一指导思想提炼
成“干部下乡的三条铁规定”：第一，到农
民家里，坐凳子不吹灰；第二，群众做饭
时，要帮助烧火；第三，吃饭时要和住户
拉家常，不能吃“哑巴”饭。正是这三条规
定，拉近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
（通讯员 朱 习 文 湖南日报记者 孙
敏坚 整理）

游戏闯关 考试过关

三道防线
截击出生缺陷
湖南首次审议通过出生缺陷防治办法
湖南 日 报 11 月 4 日 讯（记者 段涵敏 汤霞玲 通讯员 晏
萌蕾）湖南每2小时就有3名出生缺陷儿降生。11月4日，湖南

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张健向记者透露， 省政府常务会议日前
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出生缺陷防治办法》（简称《办法》），从
婚前和孕前、产前、新生儿3个节点，对出生缺陷实行三级预
防。
据了解， 湖南省是第一个出台出生缺陷防治政府规章
的省份。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 功能或者
代谢异常，是导致流产、死胎、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主
要原因。湖南省是人口大省，也是出生缺陷高发省。据统计，
湖南省2014年出生缺陷发生率达221.87/万，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40%，居全国第三位。
导致出生缺陷的原因很多，包括环境、遗传、社会等各
方面因素，张健介绍，全省每年用于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的费
用近5亿元、治疗神经管畸形的费用约600万元。
减少出生缺陷，重在预防。目前，湖南省预防出生缺陷
干预措施主要有：免费婚前医学检查项目、国家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项目、国家免费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
孕产妇产前筛查与诊断、地中海贫血防控项目、新生儿疾病
筛查、新生儿听力筛查。
据透露，湖南省将加强出生缺陷预防工作，《办法》将分
别对婚前和孕前、产前、新生儿三级预防措施的落实，做出
具体规定，实行综合预防，完善政府公共卫生服务，对出生
缺陷儿的救治提供便利条件和救助政策。

罗安、柴立元
获2015年度何梁何利奖
湖 南 日 报 11 月 4 日 讯（记者 左丹 胡 宇 芬 ） 何梁何利基
金2015年度颁奖大会于今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本年度何梁何利基金获奖名单中，包括“科学与技术
成就奖”2名、“科学与技术进步奖”31名、“科学与技术创新
奖”14名。他们将分享1100万港元的奖金。湖南有2位科技
工作者获奖。 国家电能变换与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湖南大学教授罗安，获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的机械电力
技术奖；中南大学教授柴立元，获科学与技术创新奖的产
业创新奖。奖金均为20万港元。
何梁何利基金是由何善衡基金有限公司、 梁銶琚、何
添先生、利国伟先生的伟伦有限公司共同捐资，于1994年
在香港注册成立的科技奖励基金。基金设“科学与技术成
就奖”、“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每年
颁奖一次。自1994年设奖以来，已奖励1147人名优秀科技
人员，成为我国社会力量创建科技奖项的成功范例。

身边的感动

退休老人拾荒11年
捐助贫困生
湖南日报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毛曜廷
10月29日，石门县西北山区笼罩在冷风细雨中。上午，
记者随农行常德分行有关负责人，冒雨来到石门县白云乡磺
厂社区，看望一对农行系统退休的老夫妻：90岁的文敬德和
91岁的聂远凤，听文敬德讲拾荒11年助学的故事。
今年8月17日， 文敬德联系石门县白云扶贫助学基金会
负责人文非，将自己11年来捡拾废品所得的2万元钱，全部捐
给基金会，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文敬德是一位老党员，已有56年党龄。今年8月捐款后，
他的事迹在石门县广为传播，感动了很多人。但他说：“这是
我应该做的。”
2004年，为支持国家重点工程皂市水库建设，在老家居
住的文敬德和老伴响应国家号召，搬迁到石门县白云乡磺厂
社区小儿子家居住。他见当地雄黄矿区居民环境卫生状况不
好，便买来扫把，当起了义务保洁员。在义务保洁的同时，他
不辞辛劳，从垃圾堆里将可回收利用的废纸、塑料瓶等收集
起来，每隔十天半月卖一次，换得十几元、几十元。他把钱一
笔笔记在账本上，并存入银行。他认为“这都是公家的财产，
个人不能沾边”。今年，银行账户上已有19278元。
文敬德今年90岁，实在捡不动了，与老伴商量后，决定
凑齐2万元，捐给助学基金会。
基金会负责人文非说，基金会成立22年来，先后募集捐
款181万元，救助贫困学生416人。文敬德创下了22年来善款
来源最艰难、捐赠者年龄最大的新纪录。

法眼万象

社会调查员
孩子“救护员”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何丹 高洪 任慧
“小舟 （化名） 的本性
并不坏， 之所以走上犯罪道
路， 与其缺失家长监管有很
大的关系。 他有一门专业的
手艺， 他的妈妈也决定从北
京回来， 在家人的教育与帮
助下， 小舟将较快地回归社
会并积极健康的生活!” 11
月3日， 在长沙市天心区人
民法院少年法庭上， 长沙理
工大学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的社会调查员认真宣读社会
调查报告。
在这起案件中， 社会调
查员由检察机关申请出庭。
去年以来， 长沙市天心
区人民检察院在全省首创
“双向社会调查” 机制， 申
请社会调查员出庭已成为常
态。

案件：
检察机关申请
社会调查员出庭，
社会调查报告作为
量刑参考

11 月 3 日，学生在进行闯关拼音游戏“乐翻拼音宝宝”。当天，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小学举行一场别开
生面 的 特 殊 考 试 ，通 过 趣 味 闯 关 游 戏 ，检 验 180 名 一 年 级 学 生 对 拼 音 的 掌 握 程 度 ，让 学 生 在 游 戏 中 完 成 考
试。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他”字歌里传家风
集中体现。

湖南日报记者 汤霞玲
通讯员 任泽旺

“它教会我明辨是非”

白墙灰瓦、月落两涯；
小桥流水，两岸人家。
在如画的山水中，在古朴的建筑里，上甘棠村
的河水静静流淌了千年。
位于永州江永县的上甘棠村是一座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 这里不仅仅有小桥流水的惬意环境，更
有大量摩崖碑林，沉淀着历史的风尘，写满了祖辈
的味道。
村中有一个“寿萱亭”，亭中一块石碑上刻了一
首“81个他字歌”，村中人人皆知，全文603个字里有
81个“他”字，教会人们如何为人处世。

一字一句

词短意长

周九盛，今年68岁，当过乡镇干部，当过中小学
老师。
他记得，很小的时候，父母务农时，总会要到寿
萱亭去休息。亭子就立在田野中央，人们坐在亭子
下聊天，乘凉。识字的人总会领着大家读上几句，读
多了，不识字的人也能说出个一二。
碑文讲了跟父母相处要“孝他、顺他，切莫逆
他，傲他。”“儿多不可嫌他，女多不可溺她”，“年高
有德敬重他，知书识礼请教他”。
上甘棠村生养繁衍历经1200多年， 民风朴实，崇
尚耕读。近千年来，这里走出了七品以上的文武官员
100余名，进士、官京师者、举人、秀才不计其数。
周九盛说，几乎村里每个人都受到“81个他字
歌”的影响。这个碑文，用最通俗的语言告诉人们如
何处理邻里关系，如何对待政令司法、如何修身养
性宽人律己，是上甘棠村人“慈、善、仁、忍”理念的

周九盛家中，放着一本村里每户一册的家风册
子，这首“81个他字歌”和“祖训十条”被重点记载。
记者翻开此书看到：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敬老成
等都被阐述得清清楚楚。
周九盛记得，他读小学时，每周要走20里山路
才能到学校。一到周日中午，他带上一包饭，一包萝
卜干和辣椒，背上一根扁担，一把镰刀就出门了。一
路上， 他要砍满一担柴送到学校才能换来一个星
期的饭菜。一年下来，需要集满250公斤柴火。
虽然家境贫寒，但父母总是告诉他：“必须要读
书才有出息。”在艰苦的条件下，周九盛成为了恢复
高考后的两年内村里唯一的大学生。
后来，他当了村干部，也当了中小学老师，不论
走到哪里，石碑上的文字总影响着他。
“下有妻子奴婢，养他，便要教他，切莫娇他，
纵他。”这一句话一直被他奉为教育子女的基本原
则。
他也总是“81个他字歌”对子女言传身教，告
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人有患难要救全他，恃强凶
恶莫帮他”，“酗酒相连莫惹他”、
“打牌赌钱莫看他”， 这些精炼的
人生道理教会孩子如何明辨是
非。
如今，“81个他字歌” 已经被
写进了每户一册的家风手册中，
写入了上甘棠村博物馆， 迎接着
八方来客， 宣示着古老而又朴素
的家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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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全省首创双向社
会调查机制， 对涉案
未成年人保护与帮教
并重
记者了解到， 刑诉法
定， 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
院、 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 根据情况可以对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的成长经历、 犯罪原因、 监
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为
贯彻落实该规定， 长沙市天
心区人民检察院在全省首创
“双向社会调查” 机制。
所谓“双向社会调查”，
即由检察官围绕犯罪事实作
核心调查， 了解犯罪原因、
悔罪表现、 是否具备有效监
管条件或社会帮教措施等情
况； 检察机关委托其他相关
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进行必
要的外围调查， 了解被调查
对象的成长经历、 家庭环
境、 社会交往等情况， 并由
他们配合检察机关对被调查
对象进行心理辅导帮教、 家
庭教育改善等工作措施。
去年2月， 长沙市天心
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未成年
人案件时， 首次启用双向社
会调查机制。
“我们与社会机构合作
运 行 ‘双 向 社 会 调 查 ’ 机
制， 两方力量有机结合， 在
保证客观、 中立的基础上提
升了办案效率， 有助于全面
了解涉案未成年人、 保护其
合法权益的同时对其进行帮
教。” 长沙市天心区检察院
检委会专职委员焦焰说。
据介绍， 前期主要将
该机制与附条件不起诉制
度相结合， 现在， 检察院
与法院进行衔接， 将社会
调查的成果覆盖到刑事审
判阶段， 社会调查员出庭
成为常态。
主办该案的检察官何丹
告诉记者：“社会调查员出庭
不仅是为了维护未成年被告
人的权益， 为量刑提供重要
参考， 更重要的是， 希望通
过社会调查员从另一角度对
被告人进行教育， 从而加深
他对自己行为的认识， 纠正
不当的人生观、 价值观。 对
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来
说， 保护和帮教应该是贯穿
始终的两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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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今年3月， 不满18岁的
小舟在与被害人发生口角
后， 纠集其他3名未成年人
对被害人实施殴打， 在殴打
过程中， 小舟用携带的刀具
将被害人捅成重伤。
长沙市天心区检察院受
理该案后， 启动“双向社会
调查” 机制， 第一时间与长
沙理工大学法律研究与服务
中心联系， 着手对该犯罪嫌
疑人进行深入、 细致的社会
调查。
接到检察院的委托后，
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刘文莉
教授和其他几名社会调查员
从小舟的亲属着手， 展开调
查工作。
调查了解到， 小舟无犯
罪前科， 无吸毒、 酗酒、 赌
博等不良嗜好， 家庭经济困
难， 高一辍学打工。 在其父
亲过世后， 母亲外出打工，
姐姐也参加工作不再生活在
一起， 家庭对其管教约束力
较弱， 性格逐渐变得暴躁冲
动。
社会调查员走访了小舟
的亲属、 学校、 同事同学
等， 向检察院提交了社会调
查报告， 详细描述了小舟的
成长经历、 心理及生理状
况、 家庭及社会关系等。 检
察院将该份报告随案卷一起
移送法院提起公诉。
11月3日， 该案在长沙
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开庭。 检
察机关向法院申请社会调查
员出庭， 法院同意了该申
请， 并单独设置社会调查员
席位， 唐致雅和刘祥两位社
会调查员出庭。
在法庭上， 社会调查员
摘要宣读了社会调查报告，
宣读完毕后， 法官逐一问公
诉人、 小舟、 小舟的辩护
人、 小舟的姐姐对调查报告
是否有意见， 各方都表示没

有异议。 法庭对调查报告予
以采纳， 将其作为量刑的重
要参考。 在之后的法庭教育
阶段， 法庭、 公诉人、 社会
调查员三方从不同的角度对
小舟进行了教育。
因为小舟诚心悔过， 向
被害人道歉， 并积极赔偿被
害人， 获得了被害人的谅
解， 再结合社会调查报告及
社区矫正报告显示小舟有悔
罪表现， 其家人也表示会加
强管教， 具备良好的帮教和
监护条件， 法庭对小舟犯故
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六个月， 缓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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