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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祝继冠 刘杰华

又是一个忙碌的周末。
11月3日，星期天。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委

书记张远松照例没有休息。上午，召集有关部门
布置扶贫暗访督查工作；下午，又蹲在了扶贫联
系村太阳坪乡地芒村调研，直到夜深才离村。

治贫：绝不让一名贫困群众掉队
走进张远松的办公室， 对面墙上就是一幅

全县“精准扶贫作战路线图”，全县60个贫困村
都在图上标注， 详细列出了各村脱贫任务和脱
贫时间。

“这些村已经脱贫出列，蓝、绿小旗换成红
色小旗，但还需巩固、提升。”张远松介绍，把作
战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自己牢记心中责任。

“绝不让一名贫困群众掉队。”张远松说，这
是一个贫困县县委书记最大的责任担当。

2017年， 靖州脱贫工作进入攻城拔寨的关
键时刻，一些短板和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张远松心急如焚。

2018年，自她开始，县里所有领导都上一线。
张远松白天走村入户， 晚上就在村里商量

解决问题，精准指导各村开展扶贫，全县60个贫
困村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在调研中， 张远松发
现，扶贫不同程度存在着“各吹各号、各唱各调”

“出征不实战、出工不出力”的问题，基层反映的

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把最精锐的力量派到最前线去解决问

题。”张远松抓住问题的症结，与县委常委一班
人制定“四支队伍集村部，干群同心攻脱贫”工
作法， 将扶贫单位一把手下沉到贫困村担任前
线指挥长，组织联村县领导和帮扶单位负责人、
包村乡镇干部、驻村帮扶工作队、村支“两委”干
部“4支队伍”，组建联合党支部，统一指挥，集中
办公，解决问题。

精准施策，效果显著。2018年，靖州60个贫
困村全部出列, 在全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名
列前茅。

发展：绝不输在教育和产业上
一个地方能否获得发展，基础在教育。
2011年12月，张远松调任靖州县长。教育是

她调研的第一个课题， 乐群小学是她调研的第
一站。4年前， 乐群小学占地仅20亩， 在校学生
3800多人，面积狭窄，功能不全，一个教室最多
的时候挤了70多名学生。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在张
远松的推动下，靖州县委、县政府制定《教育优
先发展五年规划》，实施“三年行动计划”。

2015年，投资近亿元、占地过百亩的乐群学
校实现搬迁；2016年， 占地100亩的县一中新校
区建成使用；2017年， 县职业中专整体搬迁；
2018年，启动芙蓉中学项目；2019年，县第二幼

儿园开工、渠阳镇芙蓉学校启动建设。
如今，走进靖州新乐群小学，让人心旷神怡：

绿茵球场，标准跑道，一栋栋教学楼漂亮大气，一
间间教室宽敞明亮，一张张笑脸明媚灿烂……

无论是当县长还是当县委书记， 教育一直
都是张远松最重视的工作之一。 靖州财政虽然
穷，对教育却舍得下本钱。

从2012年以来， 靖州完成了城区学校的提
质布局， 还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合格学校建设28
所。一项项教育新政策的出台，使城市学校不再

“挤”，乡村学校不再“弱”。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基础在产业。如何把

称为“靖州三宝”的杨梅、茯苓、山核桃的特色和
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以产业发展筑牢高质量
发展的根基，也是张远松思考较多的问题。

“如果政府不‘搭台叫卖’，4万多梅农的杨
梅很多就会烂在树上。” 谈起连续7年举办杨梅
促销活动，张远松表示，尽管花钱又费力，但梅
农得到了实惠。靖州杨梅从以前的“提篮叫卖”
发展到“冷链网销”，畅销大江南北。

2014年， 湖南省评选一批特色农副产品加
工重点县,张远松在评选仪式上的精彩答辩征服
了所有评委。

位于怀通高速公路靖州出口的茯苓科技产
业园，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如今已是现代
化厂房林立，30余家入园企业红红火火。实在难
以想象，作为书记的她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

苗乡侗寨写担当
———记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委书记张远松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朱锡燕 粟青梅

【名片】
吕广仁，中共党员，25岁，河南沧州

人， 现为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5年
来，他参与无偿献血71次，其中包括2次
全血和69次成分血，先后荣获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金奖、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
务奖二星奖、“第十四届中国大学生年
度人物”入围奖等荣誉。

【故事】
今年25岁的吕广仁， 乍一见感觉

是很普通的大男孩，瘦瘦高高的样子，
笑起来腼腆中透着一种超脱于年龄的
稳重。

记者初识他， 是10月14日他为了
挽救一名素不相识的白血病患者，毫不
犹豫捐献了186毫升造血干细胞。

再深入了解，发现这个北方男孩不
简单。他有一抽屉的无偿献血证。自高
三毕业以来， 他已经献血两万多毫升，
相当于四五个成年人全身的血量。

但他非常低调。
“他来和我请假，我才知道他要去

救人。” 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长沙市中
医医院负责研究生工作的老师、学员党
支部书记余艳明说，吕广仁是一个非常
质朴真诚的学生，平时话语不多，但待
人很有礼貌。作为班长，他对班级工作
非常负责， 是同学口中的“靠谱好青
年”，总是尽己所能帮助他人。

后来，余艳明了解到，这个来自河
南沧州的大男孩已经前后71次参与无
偿献血， 其中包括2次全血和69次成
分血。

得知他5年来坚持献血的事迹，大
家都很吃惊，是什么让他一直坚持默默
做这样一件事？

吕广仁说，在家乡读高中时，班上
有一名同学去县城献了血。同学的行为
在他的心中留下了特别的记忆，虽然当
时对献血不了解，但感觉这件事很有意
义。高中毕业后的暑假，他去县城看到

采血车，便毫不犹豫地完成了人生的第
一次献血，“第一次献血的感觉是‘真的
一点也不痛’”。

2014年，他独自来到长沙求学，就
约上同学走上校外停放的献血车。他
说，是无偿献血拉近了他与长沙这座城
市的距离，让他感受到了人性的善良与
温暖。

成为一名医学生后， 吕广仁对献
血有了更多的了解。 当知道全血一年
只能献两次， 而成分血每两周就可以
献一次，他毅然选择了捐献成分血。长
沙只有3个地方可以采集成分血，吕广
仁就定期自己乘车去长沙血液中心献
血。

有人对于他这种行为不理解，甚至
问道：“献血会上瘾吗？”

吕广仁淡淡一笑说：“别人不理解
献血这件事，会这样想，很正常。身为医
学生，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过生命垂危
等待用血的焦急心情，但是临床上这样
的病人也很常见，目前全国血库的情况
并不乐观，比较紧缺，我只是希望能够
帮助到别人。”

随着献血次数的增加， 对无偿献
血认识的深入， 他越发感觉到一个人
的力量远远不够。于是，他积极参加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 在平时的生活
学习中，向身边的同学宣传无偿献血。
慢慢地， 了解无偿献血的同学多了起
来， 有的同学还在他的影响下参与献
血。次数多的同学，目前已献血30多
次。

“无偿献血，于己无害，于人有益，
何乐不为！”这是吕广仁时常挂在嘴边
的话。献血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
除去寒暑假， 几乎每半个月就要献血
一次。

2016年夏天，吕广仁在献血过程
中， 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

2019年7月16日，吕广仁正在教室
上课，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
来自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湖
南分库的工作人员，告知他与一位白血
病患者配型成功，问他是否愿意捐献造
血干细胞。

“有点难以置信，有点激动，觉得自
己好幸运。”下课后，吕广仁再次回电确
认，很坚定表达了捐献的意愿。

他的研究生导师、长沙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大主任辛晓春听说“爱徒”要去
捐献造血干细胞，曾关心地询问需要什
么帮助。“只需要请几天假，其余的捐献
医院都安排好了。”看出老师的担心，吕
广仁还安慰他：“别看我瘦，我每天都锻
炼身体，您放心吧！”

“世界上最奇妙的感觉就是你捐献
的血液流淌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你
走进了他的生命， 而你与他素不相
识。”吕广仁说，天气，总有冷暖，但血，
总是热的。

� � � �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潘长春 彭吉露）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昨天凌
晨，公安部A级通缉令重大涉黑逃犯周英杰向临
湘市公安局主动投案自首。

犯罪嫌疑人周英杰系全国扫黑办、 公安部
督办的湖南岳阳刘某军涉黑犯罪组织重要成

员，多次参与实施有组织违法犯罪活动。该涉黑
犯罪组织为打压竞争对手， 非法控制长江航道
儒溪宝塔水域的非法采砂活动， 攫取巨额经济
利益，共实施非法采矿、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
衅滋事、 强迫交易等7个罪名的刑事案件17起，
影响十分恶劣。2018年8月， 专案组集中收网行

动，共抓获涉黑组织成员19人，但周英杰侥幸逃
脱。此后，专案组多次在临湘、湖北赤壁等地展
开抓捕未果。

11月4日，全国扫黑办部署开展全国扫黑除
恶百日追逃行动，并对包括周英杰在内的20名
重点在逃人员发布A级通缉令。 随后， 湖南公
安机关迅速抽调精干力量成立追逃工作专班，
开展发动群众、查缉布控、逃犯家属宣讲规劝
等工作。

最终，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的周英杰选
择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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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广仁：

热血青春
护佑生命

� � � �吕广仁 通讯员 摄

公安部通缉令发布仅两天

一重大涉黑逃犯向湖南警方自首

果蔬加工
农企双赢

11月7日，中方县湖南海联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工人在加工柑橘罐头。该公司于2007年
投产，每年大量从周边农户手中收购柑橘、杨
梅、黄桃等农产品，进行果蔬食品深加工及销
售，年生产各类罐头约3万吨，有效实现了农民
增收、企业增效。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刘水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