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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见习记者
黄晗 通讯员 刘旺） 郴州护林员杜义
彪坚守深山23年，创造连续20多年无
火灾佳绩；耒阳80后村支书伍明洪水
中勇救7人；张家界“轮椅小伙”向永生
以残助残，帮助数千名残友圆梦……9
月3日，湖南省文明办发布2019年8月
“湖南好人榜”，全省共28人上榜。

获评“诚实守信湖南好人”的杜
义彪是郴州临武县人，他坚守在西山
国有林场海拔1580米的三峰岭山顶
的瞭望台23个春秋，每年春节都在瞭
望台度过，即使父亲病重、弟弟出车
祸，仍坚守岗位，待下雨天时才下山
看望亲人。23年来， 他记录瞭望日记
4000多篇， 对辖区内的山林了如指
掌， 发现处置本县及周边县火警100
多次，创造了连续20多年未发生森林
火灾的佳绩。

获评“敬业奉献湖南好人”的伍
国强，2014年至今， 四次奔赴西藏自

治区山南市贡嘎县参加农牧技术援
藏工作。其间，他克服高原缺氧困难，
深入牧区为农牧民禽畜养殖提供疫
病防控技术保障，并首次在山南市推
广牛尾采血法等先进的兽防技术，组
织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工作，为当地培
养了一大批年轻的藏族兽医。他组织
撰写了20余万字的藏汉双语《西藏高
原养蜂技术概论》和《浅谈西藏基层
动物防疫体系建设》 等学术论文，把
全部技术和经验留给藏区，被当地藏
族同胞亲切地称为“毛主席家乡来的
亲人”。

此次“湖南好人”评选中，杜义彪
等5人当选为“诚实守信好人”，黄常
健等5人当选为“见义勇为好人”，陈
海等6人当选为“敬业奉献好人”，黄
达等5人当选为“孝老爱亲好人”，方
爱庆等7人当选为“助人为乐好人”。
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亮起不平凡的
灯，照亮着身边的你我他。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张斌
刘燕娟） 记者今天从省纪委省监委获
悉，邵阳市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
市总工会原主席王长忠涉嫌严重违纪
违法， 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省监委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王长忠，男，汉族，1957年3月出
生， 湖南武冈人，1980年7月参加工

作，198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
年12月至2002年6月， 任隆回县委书
记； 2002年6月至2006年9月，任邵阳
市委常委、邵东县委书记；2006年9月
至2011年9月，任邵阳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2011年9月至2017年1月，任
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总工会
主席。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黎鹏 李国栋

“主动投案”， 最近频频见诸报
端， 在百姓为之拍手称快的时候，有
一个人却每次都要经历一番纠结和
斗争。 他就是潜逃了2年的犯罪嫌疑
人邓娟生，湘煤集团南阳矿业有限公
司职工。

8月中旬， 邓娟生终于下定决心，
走进耒阳市纪委监委配合调查， 成为
主动投案的一员。

他为何要逃？ 又为何选择主动投
案？近日，邓娟生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心
路历程。

“不学法不懂法真害人”

2014年的一天，邓娟生找到其姐
夫谢某（湖南省煤业集团公司马田矿
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表示
想赚点钱。谢某说，有个姓陈的老板在
其公司做工程， 可以介绍他过去跟着
做事。

不久，谢某让邓娟生去找陈某，帮
忙拿些钱过来。邓娟生找到陈某后，对
方给了他一个袋子，里面放着5扎人民
币，10万元一扎，总共50万元。

“当时我提着巨款， 真是手腿发
软，心里也不停地在打鼓。我知道是陈
某的工程受到了姐夫的关照， 这钱是
给他的感谢费。”邓娟生描述当时的情
形时说道，“可转念一想， 反正我只是
帮姐夫拿一下钱，我也就照做了。”

“不学法不懂法真害人。”邓娟生
就这么“拿一下”，就把自己卷入了共
同受贿的漩涡。

“吃不香睡不好 ，有病
不敢住院”

“拔出萝卜带出泥”。2017年4

月，谢某因涉嫌犯受贿罪被捕。由于
涉嫌共同犯罪， 邓娟生被耒阳市人
民检察院补充立案，并案侦查。预感
到“大事不妙”的邓娟生在公安机关
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前逃离本地。随
即，公安机关对其采取网上追逃。

“在外潜逃的日子，有病都不敢
去住院。” 邓娟生患有严重的肝硬
化，2018年7月，他实在痛得不行，到
医院看门诊， 医生要求他立即住院
治疗， 可当他将身份证递进住院窗
口的那一刻，又将手缩了回来，他害
怕使用身份证暴露了自己。 病痛的
折磨，加深了他外逃之路的痛苦。

“逃在外面，我吃不香、睡不好，
病了也不敢住院……现在我向耒阳
市纪委监委自首。”今年5月，潜逃了
2年的邓娟生终于放下思想包袱，给
耒阳市纪委监委寄了一封《自首悔
过书》。

“一走了之，是下下策”

经过办案人员两个多月的沟
通，8月14日， 邓娟生以外逃人员主
动投案的形式被成功劝返。

“一走了之，是下下策。”邓娟生
提及外逃就后悔不已。 自从他丢下
妻儿，家里便少了他这根顶梁柱，家
人的生活也变得艰难。

“这个案子是耒阳市监委成立
后， 随同检察院转隶人员一并转过
来的。 我们多次去邓娟生家里做其
家属工作， 讲透主动投案的政策。”
办案人员说。

今年来，“主动投案”频频出现在
衡阳市纪委监委通报中。邓娟生坦言：

“我也时常关注这些通报，每次通报对
我都是一次触动、一次斗争。现在回到
家，心情很放松，主动投案才是回家最
好的路。”最终，邓娟生向组织如实交
代了自己的问题。

“主动投案才是回家最好的路”

28人入选8月“湖南好人榜”

邵阳市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
王长忠接受审查调查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通讯员
陈志杰 胡剑锋 记者 颜石敦）8月
31日，临武县公安局追逃专案组民
警在广东清远市， 将公安部A级通
缉逃犯李春喜抓获归案。

2004年6月， 李春喜在临武县
城涉嫌杀人后潜逃。 临武县公安局
成立专案组进行侦查， 但10多年
来， 李春喜像人间蒸发一样不见踪
影。公安部“云剑”行动开展后，将李
春喜列为A级通缉逃犯。 临武县公
安局抽调精干力量成立追逃专案
组， 安排刑侦大队重点梳理李春喜
潜逃线索。 专案组民警侦查发现李
春喜冒用雷中亮身份信息， 在广东
清远市活动。今年8月28日，专案组
民警来到清远市清城区， 查明了李
春喜行踪。经三天两夜连续蹲点，在
清远市将李春喜抓获。

目前， 李春喜已被依法予以刑
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临武抓获一名
公安部A级通缉逃犯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薛亮) 记者今天从常
德市武陵区纪委监委获悉， 自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该区严肃
监督执纪问责，持续反腐惩恶，快查
快办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
护伞”。截至目前，该区纪委监委共
受理涉黑涉恶腐败、“保护伞” 等问
题线索123条，已立案6人，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1人。

今年来， 武陵区对涉黑涉恶问
题线索和案件优先审批、优先办理，
对“不愿打、不敢打、不真打”以及工
作推动不力、 失职失责等问题严肃
追究责任。 自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以
来， 该区已有15人因扫黑除恶工作
推动不力等问题，受到组织处理。

武陵区持续开展
“打伞破网”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实习生 林晨

“李奇是一位永远奔跑在创业
路上的人。”前不久，记者在中南大
学科技园（研发）总部基地采访时，
园区负责人对记者说。

今年35岁的李奇，有多次创业
经验，如今创立的公司，为省内60%
的银行提供云计算和大数据相关服
务……

8月29日， 记者在中南大学科
技园（研发）总部基地天云软件技术
公司见到了李奇， 眼前的李奇文质
彬彬，显得成熟稳重。

“创业是痛苦的，但坚持下去，
就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李奇自嘲
地说，虽然脸上写有沧桑，但内心依
旧是少年。

李奇出生在益阳桃江，2003年
考入湘潭大学电子商务专业学习。
进入大学后的李奇仿佛鱼儿游进了
海洋，每天都在汲取“营养”。“大二
的时候， 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一本有
关比尔·盖茨创业的书，突然感觉找
到了人生奋斗的方向。” 李奇坦然，
正是那本书，激发了他创业的热情。

大三时， 李奇便和几个同学一
起成立工作室， 承接了学校一半院
系的网站、论坛建设，尝到了创业的
乐趣。

“毕业后，也做了一些创业的尝
试， 但一直没有找准合适的方向。”
李奇说，于是,他入职上市公司神州
数码积累经验。2010年， 李奇觉得
时机已到， 拿着几年的积蓄50万
元，创办了诺达信息服务公司，再次
走上创业的道路。

“那时，我们在长沙火车站附近
的电脑城租了间房子，做电脑贸易，
白天搞销售，晚上开会学习，每天都
像打了鸡血。”李奇说。

摸爬滚打3年后， 怀揣着300万
元的李奇决定进行第3次创业。“那时
偶然得知云计算技术基本被外国企
业垄断，年轻气盛的我就想自主研发
一款软件， 不用受制于人。” 但软件
研发不是凭着一腔热情就可以做成
的。李奇的决定遭到团队一些人的反
对，但李奇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
回”。他关闭公司，带着团队中留下的
3人来到河西创立天云软件技术公
司，专注云计算软件的开发与运营。

没有技术人才， 李奇就到处登

门找人，一次不成就两次、三次，无
数次。 一家科技公司的总经理正是
被李奇的决心和梦想打动， 跟着他
来到长沙一起干。1年多时间， 公司
都在投入，没有产出。

“那时湖南的市场，软件业务几
乎被外国企业和上市公司垄断，我
们想要绝处逢生， 只能在服务上取
胜。”李奇和团队发扬“钉子”精神，
天天到客户单位去盯，端茶倒水，拖
地除尘， 升级软件……只要客户有
需要，一个电话就到。

终于有一天， 一家银行的虚拟
化软件需要技术更新， 负责服务的
北京公司临时变卦。事情紧急，李奇
公司临时替补圆满完成了任务，让
该银行负责人非常满意， 这也打开
了李奇进军银行云计算系统之路。

2015年，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
快， 李奇看到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趋
势， 决定把公司70%的技术人员投
入到大数据产品的研发中， 并以
500万元引入4位技术人才。

又是2年的投入，李奇不但花光
了这些年赚的钱，还把房子、车子都
抵押了。“最艰难是在2017年，2年
多时间一直没有产生效益， 公司和

我都快背负不起了。”李奇说，但自
己内心总有个声音在说，“梦想不
能放弃，不能放弃！”

焦虑的李奇独自一人背上行
囊，来到北京爬上长城，呆坐了一
天。“那一天，我对自己前些年的创
业历程做了梳理，再次坚定了自己
的创业初衷： 掌握技术话语权，活
出精彩。”

李奇第一次厚着脸皮跟朋友
借了60万元钱给员工发工资，这位
朋友最终成为公司的投资人。李奇
的坚持也印证了那句老话：在最困
难的时候，往往再坚持一会，就能
看到曙光。

没过多久， 公司的大数据产品
打开了市场， 相继承接中国银行、招
商银行、光大银行在湖南及外地的大
数据相关业务，还在深圳开设了子公
司。 如今， 李奇的公司承接了湖南
60%的银行云计算相关业务。“可以
说，在省内金融行业，我们基本没有
竞争对手。”李奇颇为骄傲地说。

李奇永不满足。他给自己定了
个目标， 争取公司成立10周年时，
迈入国内金融科技领域第一梯队，
公司估值10亿元以上。

李奇：

“坚持下去，就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爱国情 奋斗者

慰问
抗战老兵

9月3日，郴州市一养
老院，志愿者为96岁的抗
战老兵李本功（左一）送上
鲜花，祝福她健康长寿。当
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纪念日， 该市苏仙区志
愿者联合会开展“铭记历
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 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74周年慰问抗战老兵
系列活动， 弘扬伟大的抗
战精神。
范湘平 袁自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