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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通讯员 刘建强

【微档案】
胡旻辉，男，出生于1972年，湖南桃江人，

中共党员。1992年从益阳师范毕业后，在桃江
县沾溪镇中学工作26年， 主要任教数学和历
史课。曾获“益阳市优秀教师”“桃江县数学教
学质量先进个人”“桃江县第二届骨干教师 ”
等荣誉称号，4次被评为 “桃江县优秀共产党
员”。

【故事】
6月中旬的栖凤山，漫山遍野，绿绿葱葱。

不远处，是波光粼粼的沾溪河。
桃江县沾溪镇中学坐落在栖凤山山坡，

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以前，进入学校要围着
栖凤山绕大半个圈，直到近年，因修核电站，
打开一条隧道，这里的交通才有了改善。

尽管交通闭塞， 这所中学却成为许多学
子新的起点。他们从这里出发，迈进理想的高
中、大学……枝繁叶茂的校园生机盎然，桃李
芬芳。

1992年，背着简单的行囊，未满20岁的胡
旻辉来到这所偏僻的乡村中学， 成了一名乡
村教师。

一张木板床、几张课桌拼成的书桌、四五条
小竹凳、一台电视机、一个冰箱，差不多就是胡
旻辉在学校的全部家当。妻子周元花说，一家3
口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前两年才在镇上置了
新家。胡旻辉只有周末才回到镇里那个家，其余
时间都住校。沾溪镇中学党总支书兼副校长胡
赛虎告诉记者：“胡老师有两个兄弟在外打工，
他们的家庭条件比胡老师好多啦。”

清风徐徐吹过， 操场上传来学生们打闹
嬉笑的声音。胡旻辉往操场方向瞧了瞧，满眼
是幸福。

胡旻辉的幸福是什么？
“我的幸福就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胡

旻辉说。 连家长都失去了信心的“网吧瘾君
子” 吴成同学， 被胡旻辉列为“一号帮助对
象”，学习成绩大幅度提升；家庭贫困又厌学

贪玩的张雪辉， 他带到家里与自己的儿子同
吃同住同学习， 孩子父母一见到胡老师就激
动得热泪盈眶；为了管理好学生，他主动提出
将自己的床搬进由礼堂改造成的男生寝室，
与几百名学生住在一起。 寝室经常充斥着难
闻的汗味、臭脚丫味，他忍住了，一住就是10
年，直到学校建成学生宿舍；他带班的教室后
面专门加了一张课桌，只要不上课，他就坐在
这里备课批改作业。 胡旻辉进教室讲得最多
的一句话就是，“同学们啊，不努力学习，喊你
爸妈来教室陪读咯。”

“我的幸福就是， 激发每一个孩子的兴
趣。” 胡旻辉说。 他独创了数学统分教学法，
全班同学统一上课， 布置数学作业则分“拔
尖”“中等”“基础”3个层次进行差异法布置，
各个层次的学生都需动脑筋才能完成好，保
证了成绩差的学生“吃得消”，满足了成绩好
的学生“吃得饱”。班上总有几个后进生，他与
这些学生签订“师生责任状”，每月有考核，每
期有评比， 让这些平日里散漫放任惯了的孩

子脑中有了“紧箍咒”。带了16届毕业班，和胡
旻辉签过责任状的学生超过200人。黄晔同学
“玩心”重，胡旻辉多次耐心引导，黄晔提高了
学习兴趣，成绩上升很快。后来，黄晔考入北
京大学，进入中科院工作。黄晔曾感慨地说：
“是胡老师的耐心教育和责任状的严格控管，
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胡旻辉认为，只要老
师用上“只只蚂蚁捉上树”的毅力，就没有教
育不好的学生。2015年至2017年，由胡旻辉执
教的历史科目平均分和优分率均排益阳市第
一，数学中考成绩也多次在桃江县名列前茅。

“我的幸福就是，让孩子们感受爱、分享
爱。” 胡旻辉说。操场上，一块大石头上面刻
着“饮水思源”4个大字。胡旻辉说，这是学生
们献给学校的。每年春节，他教过的一些学生
回家探亲，总不忘登门拜访他。让胡旻辉欣慰
的是， 张雪辉等几个已毕业的学生得知胡旻
辉所教的两名学生家境困难，付不起学杂费，
主动提出建立一个“扶贫专项基金”，帮助贫
困学子圆读书梦。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易禹琳）“湖
南省200多家影视公司注册，浙江一个县级市
海宁有500多家，上市公司10家”“敢想敢干还
要多思多想，有规划感、市场感、受众感……”
今天上午， 在湖南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行业委
员会成立大会暨湖南影视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上，柳思维、罗能生、盛伯骥等省政府参事为
湖南影视产业“问诊下药”，来自北京、上海、
长沙的5家影视公司董事长“圆桌论坛”分享
痛点和经验。会上宣布2018湖南（长沙）影视
文化产业博览会正式启动。

据悉，湖南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行业委员
会成立，旨在整合我省影视文化企业，共享
平台，共谋发展，湖南广播电视台产业管理
部主任、 芒果影业董事长聂伯葵被聘为会

长。在湖南影视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省政
府参事柳思维、罗能生、盛伯骥分别以《关于
湖南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中国文
化产业未来发展的几大趋势》《莫让马栏山
遮住了你的双眼———湖南影视产业文化误
区与批判》为题，作了精彩的主题演讲。柳
思维为湖南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
“产业组织创新、产业技术创新、扩大产业
开放”等6大对策。盛伯骥认为影视行业是
个具有高度专业化、科技化和结构化的综
合型现代产业，它不仅要与受众文化趣向
同步，而且要与科学技术发展同步，更要
与全国、 甚至全球的行业结构与规划同
步。在影视节目生产中，精品要与市场同
步，才能“名利双收”。

�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杨张阳 陈沐） 今天，“城头山杯” 第三届

“美丽中国·文化风采” 摄影艺术大展颁奖典
礼暨优秀作品展开幕式在省文化馆举行。

本次展览由中华文化促进会、 中国艺术
摄影学会、湖南省文化厅、湖南中华文化促进
会、澧县人民政府主办，面向全国征集以澧县
境内城头山遗址为中心，反映澧县自然风光、
人文景观、传统文化内涵等内容的摄影作品，
以及反映我国各地区、各民族文化艺术风采、

自然风光的摄影作品。 在征稿的1年时间里，
活动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作品
2万余幅（组）， 经过活动评审委员会认真评
选，共评出140幅（组）优秀作品参展。参展作
品既有对我国各地区文化活动、文化遗产、文
化现象、文化人物的展现，又有对各民族民俗
风情的记录，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诠释了“美丽
中国·文化风采”的内涵。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7月27日，免费
向公众开放。

�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
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包昌红）为
规范农村集体聚餐管理，强化
农村集体聚餐风险防控，省食
药监局今天召开全省农村集
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现场推
进会，现场推介了长沙市“中
央厨房+移动餐车” 农村集体
聚餐新模式。

农村集体聚餐量大、 面广、
用餐人数众多、 风险点源复杂，
加上举办者和承办者食品安全
意识不强、 加工制作流动性较
大、经营场所环境较差、设施设
备简陋、加工操作不规范等问题
突出，致使农村集体聚餐的食品
安全风险较高。今天的推进会上
重点介绍了长沙经验。 据了解，
目前长沙市成立了农村集体聚
餐服务公司近100家，推行了“中
央厨房+移动餐车”新模式，并实
现了“明厨亮灶”远程监控。这些
大型餐饮服务单位直接为农村

集体聚餐活动提供服务，或与农村集体聚餐承
办者联合经营农村集体聚餐，使农村集体聚餐
公司经营逐渐成为主流。

省食安办主任、省食药监局局长刘湘凌
说，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农村
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各地
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广聚餐食品原料集
中采购、精准配送服务，缩短流通环节，实现
从农田到餐桌的精准管理。鼓励有效利用农
村现有场所，设立农村家宴中心或集体聚餐
固定场所，并持续改善环境和条件。要将农
村集体聚餐各项工作做细、 做实、 做深、做
精，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食品安全事故或
事件底线。

�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通讯员 文立
平）为弘扬残疾人超越自我、自强自立的正
能量精神， 激发贫困残疾人脱贫致富的内
生动力， 省残联将携手省扶贫办， 在全省
“寻找”100名残疾人阳光致富示范户、阳
光致富带头人，并从中评选出10名“最美
示范户（带头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
不能少”。 我省有各类残疾人408万名，其
中农村残疾人占72%。 截至2018年4月，我
省有建档立卡持证贫困残疾人51万人，已
脱贫29万人，未脱贫22万人。为了树立“自
强自立可敬、自主脱贫光荣”的鲜明导向，
省残联、 省扶贫办从即日起至7月31日，在

全省开展阳光致富示范户、 阳光致富带头
人评选活动。

残疾人阳光致富示范户报名条件：农
村残疾人参加实用技术培训、 接受残联等
部门提供的技术指导、 生产发展扶持等服
务，参与“种养加”及设施农业项目，实现就
业增收，家庭人均年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
残疾人家庭。

残疾人阳光致富带头人报名条件：带
动和帮助10户以上实现阳光增收脱贫残
疾人家庭或3户以上实现残疾人阳光致富
示范户；自主创业，辐射带动，创造条件解
决残疾人就业增收， 引导和带领广大残疾
人脱贫致富或使广大残疾人受到教育和鼓
舞。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邱宇松

两个在株洲的男子，没钱花就去抢劫，抢
了150元“意犹未尽”，计划杀人洗劫超市“干
一票大的”，幸好民警准确预判、及时破案。

这两名男子来自湖北，都姓王，而且
同名。两人关系要好，均在株洲市荷塘区
某服装厂打工。近期，由于工厂淡季放假，
平时又消费高，两人一拍即合图谋抢劫。

6月20日0时许，两人溜达到乐购超市
旁，找到了下手目标，即几天前踩点时，跟
踪过的夜宵店女员工。

没多久，家住中南无线电厂的李女士
从夜宵店下班了。在一偏僻路段，两名男
子将其锁喉并按倒在地。“看着周围无路
人，我非常害怕，但是为了不激怒他们，没
有大声呼救，告诉他们包里有钱，可以都
给他们。”李女士说。两名男子拿着包迅速

逃离现场，惊魂未定的李女士跑回家中。
当天9时许， 李女士来到荷塘区月塘

派出所报案。她称被抢的包里仅150元钱，
这引起了月塘派出所教导员程齐的注意，
有着十几年刑侦经验的他当即判断，两名
嫌疑人收获不大，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再次
作案。依托对辖区情况的熟悉，及侦查手
段的灵活运用，民警们掌握了两个犯罪嫌
疑人的基本行踪和体貌特征。

不甘心的两个嫌疑人，决定晚上“再
干一票大的”，事成后就回湖北老家。这次，
他们盯上了富家垅的一家超市。20日晚
11时许，两人在富家垅露面，在夜宵摊吃
东西时被月塘派出所巡防中队、抓捕队民
警抓获。 看着当场缴获的砍刀等作案工
具，程齐倒吸了一口凉气。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荷塘公安分局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省政府参事
为湖南影视产业“问诊下药”

“城头山杯”第三届“美丽中国·文化风采”
摄影艺术大展开幕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于振宇）日
前，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副
书记、管委会原主任向绪彦(副厅级)涉嫌受贿
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
经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怀化市人
民检察院向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
被告人向绪彦享有的诉讼权利， 并依法讯

问了被告人向绪彦，听取了其辩护人意见。
怀化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向
绪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滥用职
权给国家造成特别重大的经济损失， 情节
特别严重;家庭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差额特
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于振宇）
日前，湖南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省工商联
原党组书记汤新华(正厅级)涉嫌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 经湖南省人民
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湘潭市人民检察院向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
了被告人汤新华享有的诉讼权利， 并依法

讯问了被告人汤新华， 听取了其委托的辩
护人意见。湘潭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汤新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
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
他人共同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财
产、 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差额特别巨
大，不能说明来源，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 � � �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李倩云）今天，湖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原厅长蒋益民受贿案在益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派
员出庭， 被告人蒋益民及其辩护人参加诉
讼。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1999年至2017
年， 被告人蒋益民在担任湖南省环境保护
局副局长、局长、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厅长、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期间， 利用
职务之便，为张某（另案处理）、郴州某公司
（另案处理） 等个人和单位在审批项目环
评、承揽工程、结算工程款、办理公司资质
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

上述个人和单位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
民币2036万余元。 其中单独收受556万余
元，伙同其弟蒋某明（另案处理）共同收受
530万余元， 伙同蒋某明、 张某共同收受
950万元。

庭审中，控辩双方对相关证据举证、质
证， 就本案有关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充
分发表了意见， 被告人蒋益民作了最后陈
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部分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蒋益
民家属以及社会各界群众旁听了案件审
理。

因案情重大复杂， 法庭宣布将择期宣
判。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胡 辉：

“只只蚂蚁捉上树”

� � � � 胡 辉在
给学生讲解数
学难题。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摄

激发自主脱贫的内生动力

全省“寻找”残疾人阳光致富示范户

株洲民警“神预判”
阻止一起预谋杀人洗劫超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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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建厅原厅长蒋益民受贿案开审

湖南检察机关依法对汤新华提起公诉

湖南检察机关依法对向绪彦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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