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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教师节前夕，9 月 9 日上午，首届
“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颁奖典礼暨庆
祝第36个教师节大会在长沙举行。

吴安华、彭林富2位首届“湖南省教
书育人楷模”特别奖获得者，申玢彦、刘
仲华、李佑新、张光柱、陈奇志、陈腊梅、
卓德刚、周小李、黄有全、龚美慧10位首
届“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从省委书记
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手中
接过火红的证书。这一刻，是他们的高
光时刻。这一刻，三湘近百万教师也共
享荣光。

“我的‘神器’就是竹竿，陪着我走
过了五万公里的护学路”“我就是心甘
情愿去援疆的”“这辈子最爱的是讲台，
退休后如果允许，想再干五年，在讲台
上干满50年”……大会现场，12位获奖
教师本人或同事或采访过他们的记者
登上讲台，那些质朴无华又感人至深的
分享，激荡着现场近300名与会者的心
灵，诠释着“为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尔”的责任与担当。

“我将和千千万万的老师
一起努力”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教授吴安华，35
年里倾尽心血做好两件事：医者，悬壶
济世；师者，传道授业。“其实我的工作
非常平凡，和在座的老师们一样，就是
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需要的学生，只是
我还多了一个医师的身份。感谢大家给
我这么多荣誉，我将和千千万万的老师
一起努力。”他的这份谦逊，博得了现场
听众们的热烈掌声。

衡阳市常宁市塔山瑶族乡中心小
学教师彭林富怀着一颗爱心，37年走了
5万公里护学路。现场，他颇有心得地介
绍起他的护学“神器”竹竿，“竹竿有长
有短有粗有细，为什么呢？雨雪天气我
就要用粗、短的竹竿当拐杖好支撑；春
夏时要用细长竹竿，敲打路边赶走蛇
虫；过河过桥、上坡下坡时，竹竿又能防
止学生摔倒。”

“2018 年 7 月，湖南省遴选援藏援
疆教师。我郑重地递交了申请书。除了
爱人和儿子，身边的人都不理解。可是，
我就是心甘情愿去援疆的。”邵东市第
一中学老师申玢彦分享着自己在新疆
鄯善县支教的故事，提到身患重病的丈
夫跟着她一起来到新疆鄯善，她几度哽
咽，“他说：‘援疆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我就陪你去新疆吧。’这句话，是我这辈
子听过的最美的情话。”现场，镜头也投
向了跟她一起来到会场的丈夫，听众们
被他们的大爱情怀深深打动，报以热烈
的掌声。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教
授刘仲华用一片小茶叶，带动大产业。

现场，他的学生覃红燕分享了刘仲华的
故事：他拒绝了企业的高薪聘请，选择
继续留在湖南农业大学的三尺讲台；学
生们经常能收到刘老师凌晨两三点发
来的邮件、信息；他突发脑血管瘤紧急
住院，还在床上做讲课的PPT。“老师这
么拼，我们有什么理由做条咸鱼？”这句
发自学生的感慨，让听众们切实感受到
了“身教胜于言教”的师者风范。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
佑新致力于依托湘潭和湖南丰富的红
色文化资源，开发思政选修课，向同学
们传授中国共产党崇高的理想信念，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宗旨，艰苦奋
斗的优良传统。他说，“这些红色基因或
精神特质对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
十分重大的意义。”

湘西自治州龙山县石牌镇初级中
学教师张光柱，从教40年，此生最爱是
讲台。出了车祸，手术后第五天，他就让
同事用担架把自己抬进了教室；为让学
生全面发展，他利用寒暑假办起了“兴
趣班”；他自己的衣服烂了补了又穿，却
自掏腰包资助了30多位贫困学生……

“张光柱今年56岁了，当我问他退休后
的打算，他说，如果允许，他还想再干五
年，在讲台上站满50年。”现场，湖南教
育电视台记者刘剑峰的讲述，让听众们
对张光柱肃然起敬。

“把学生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临湘市第二中学体育教师陈奇志创
造了不菲的成绩，曾经指导学生获得世
界级金牌6枚、银牌4枚、铜牌3枚，获得
国家级、省级金牌581枚。当被问及坚守
农村体育教育的动力是什么，他深情地
回忆说，“是我的父亲。他是一名特级教
师，也是一名农村体育教师。父亲去世前
对我说，临湘二中的体育不能垮。他去世
后，学生流的眼泪比我多，哭的声音比我

大，这样的情景深深地感动着我，也激励
着我走到现在。”言词间的这份父子相传
的教育情怀，让人深受感动。

“有的人希望走出大山，但陈腊梅
老师，却一生都在做逆行者，只为对家
乡、对山区孩子的深爱。”湖南日报社记
者田甜深情讲述新化县琅塘镇苏溪湖
实验中学教师陈腊梅的故事：毕业后被
推荐到新化县城的学校，她却主动要求
回到贫困山村；家庭富裕、为人谦虚的
相亲对象要求她改行进城，她婉拒对
方，坚守乡村教育；身患重病时医生要
求她立即住院治疗，她放心不下毕业班
学生，坚持到暑假才住进医院……“把
学生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这样的
陈腊梅让听众们热泪盈睫。

罗坪乡栗子坪教学点教师卓德刚
坚守乡村教育40年，把一批又一批的孩
子培养成才送出大山。让他欣慰的是，
孩子们走出大山，又会尽自己所能反哺
大山，“许多已经工作了的学生还资助
我现在的学生，不仅仅一对一捐助贫苦
孩子，还经常带过来电脑、学习用品、生
活用品。我后来算了一下，有 800 多名
学生的捐赠达到了20多万。”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授周小李致
力于打造“活色生香”的思政课堂，歌舞
剧、哑剧、情景剧、舞台剧等等颇具艺术
化的表现形式，都被她搬到了思政课
上。“思政教育的真谛就是师生之间爱
与力量的传递。孤儿石赢说，我要做您
那样思想独立、经济独立、阳光魅力的

‘三立’女性；2008 年湖南突遇大雪灾
时，学生和我不顾冰雪封山，为古丈断
龙山乡贫困家庭送去了近百万元物资；
学生毕业时，齐声喊道‘长大后我们也
会成为你’。”分享着这些点滴，周小李
脸上的幸福，让现场听众们也不禁微笑
点头。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黄有
全，是省内最早一批开始录制慕课的老
师。1000 多个日夜，他一个人录制了

600 多个微课视频，完成了 4 门课程的
资源建设，总选课学生已超过 14 万人
次。现场，黄有全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的点击量，是因
为我在企业工作过10多年，非常明白实
操的重要性，所以我的课程内容都来自
企业的技术和产品，或者是与生活相
关，学生会觉得有趣、有用。”

张家界旅游学校教师龚美慧，用心
用情坚守职业教育35年，成为学生眼中
的“女神龚妈妈”。在现场，她分享了学生
送的生日礼物——一本相册。“特别触动
我的是一张我和他们过中秋节吃月饼的
照片。”龚美慧动情地回忆道，“那是
2016年中秋节，当时我顶着烈日排队，
给46个学生每人买了2个全市最贵最好
的月饼送到手上。平时最爱顶撞我的子
睦同学说跟我说：我一岁多父母就病逝
了，今天您就是我的妈妈。我一下抱住了
他，其他的孩子也紧紧抱住了我们。”

“他们是我心中的标杆”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
师为本。省教育厅联合湖南日报社、湖
南省教育基金会主办的首届“湖南省教
书育人楷模”评选，从盛夏到初秋刷爆
了朋友圈。一场“为教师偶像疯狂打
CALL”的行动席卷三湘四水，极大彰显
出湖南人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

传播教育“好声音”，讲述教师“好
故事”；湖南日报全媒体、全平台宣传，
湖南省教育厅官网官微发布，用一篇篇
精彩的报道、一个个感人故事，感动了
千千万万读者、网友。截至 9 月 8 日 20
时，活动相关报道仅湖南日报社旗下媒
体平台，累计总点击量就达3.02亿。

来自长沙八一路小学的一位老师
告诉记者，在新湖南的图文直播里聆听
12位楷模的分享时，她时时被打动，“这
样的大会，对于我们老师来说是一次最
好的师德师风教育，楷模们的优秀事
迹，也是给我们如何做好教育事业，指
明了一条正确道路。”

“好感动，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湖南
第一师范大二学生廖颖作为公费师范生
代表，也来到了现场，“作为一名准老师，
这样的分享更坚定了我将来从事教育事
业的决心。他们是我心中的标杆，我要好
好学习本领，将来也回到自己的家乡永
州江永县，做一名优秀的乡村教师。”

“今天有幸参加了这个大会，感受
到了浓浓的尊师重教氛围。楷模们教书
育人的先进事迹，也让我深受教育、深
受感动、深受启发。”怀化市教育局党委
书记、局长郑湘说，要用榜样的力量教
育人、感染人，大力培养造就一支高素
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全力营造尊师重教
的浓厚氛围，给予他们尊重、信任、理解
和支持，充分调动教师教育教学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

湖南日报评论员

第三十六个教师节前夕，首届“湖
南省教书育人楷模”颁奖典礼在长沙举
行。由湖南省教育厅联合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推选的24名首届“湖
南省教书育人楷模”获奖者站到了鲜花
簇拥的舞台中央，接受全社会的礼赞。

仰望这些良师，虽然他们地域不同，
岗位不同，教育对象不同，阅历与学识也不
尽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忘
教书育人的初心，牢记立德树人的使命，充
分展现了人民教师献身教育、甘为人梯的
崇高境界，无私奉献、沥心育人的可贵品
格，爱岗敬业、厚德载物的职业操守。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中华文
明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遇种种灾厄而
总能重生，与中华民族尊师重道传统无
不密切关联。一方“天地君亲师”的牌
位，足见对老师的尊崇。

得遇良师，何其幸运。遇到好老师，是
一个人的幸运；拥有好老师，是一个学校
的荣光；拥有源源不断的、不同层面的好
老师，这是一个民族的动力。“经师易得，
人师难求。”习近平总书记把教师亲切地
称为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将
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老师尊为“大
先生”。领袖对教师的厚望，溢于言表。

师者匠心，止于至善。新冠肺炎疫情
突如其来，作为国内感染控制专家，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教授吴安华只身一人北上
入鄂、无畏逆行；彭富林老师37年间5万
多公里崎岖山路的跋涉，为的是践行当
年的一句承诺；卓德刚用大山般厚重的
爱，为山区孩子点燃希望，为山区基础教
育树起标杆。他们用年复一年的坚守，诠
释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师道。

师者如兰，诗之歌之。浇花浇根、育人
育心，教书育人，教的是知识，涵养的是心
灵。张光柱坚守偏远乡村40年，为无数山
区孩子撑起一片天；作为益阳市优秀教
师，17小时工作制，牟金春坚持了18年；
30年间，申玢彦辗转六所学校，并将教书
育人的足迹延伸至天山脚下……他们用
自己的无私奉献，点燃孩子们心中的那把
火，成为引领孩子们一生的精神力量。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结底要靠人
才、靠教育。教育与国势相连，教师与国
运相牵。守教育报国初心，担筑梦育人
使命，广大教师奉献自我、成就学生，肩
负着国家、民族、人民的希望与托付。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南自古以

来崇文尚学，垂范千秋的教育大家群星
璀璨。省委、省政府始终将教育放在优先
发展位置，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举全
省之力为广大教师办成了许多好事、实
事：全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教师人
才津贴政策，12万多名教师受惠；率先在
全国启动农村小学教师公费定向培养；
农村教师周转房、“芙蓉学校”等民生实
事如雨后春笋……积年累月的尊师重教
举措，夯实教育强省的根基，增强了湖南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后劲。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
学。”建设富饶美丽幸福的新湖南，实现
从教育大省向科教强省的转变，需要更
多笃定“立德树人”理念，有品德、有信
仰、有学问的老师。我们再次以隆重的仪
式致敬良师，为的是让一支心有报国情
怀、肩扛育人责任、道存师德风范、身怀
人格魅力的教师队伍，开拓通达个体梦
想的路程，激活延续国家富强的伟力。

致 敬 良 师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冉春雷

8月以来，澧县如东镇长福
村村民颜家洪隔三差五就把湘
莲卖到合作社，每次拿着一沓
沓钞票总难掩惊喜，“没想到种
湘莲这么划算，8亩能卖3万多
元，我家可以稳定脱贫了！”

长福村有近 2000 亩低洼
田，村里因地制宜发展湘莲产
业，不仅建起了年产值近千万元
的加工厂，上个月又新建了一家
果业公司，预计可为当地农民增
收100万元以上，村级集体收入
20万元左右。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
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因
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
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产
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
重，不断探索完善产业扶贫新
模式。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与服
务并进，全程紧盯扶贫项目和资金使用
管理情况，为扶贫企业办实事解难题，
确保贫困户分红一分不少，为产业扶贫
保驾护航。

紧盯问题，开展“一季
一专题”集中整治

从2018年10月开始，为推动解决
扶贫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省纪委监委
围绕党中央提出的“五个一批”精准脱
贫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分产业扶贫、易
地搬迁扶贫、生态扶贫、教育扶贫、社会
保障兜底五个专题，开展“一季一专题”
集中治理。即每个专题安排3个月时间
对重点领域进行全方位“把脉问诊”，靶
向治疗，推动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细。

“截至目前，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完
成了包括五个专题在内的 9 个重点领
域的全面‘体检’，共检查项目 16293
个，查处 1807 人，追缴资金 6307.6 万
元，退还群众资金2224.38万元。”省纪
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其中针对产业
扶贫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重点围
绕产业扶贫项目弄虚作假、管理不规
范，虚报冒领、截留挪用产业扶贫资金，
产业扶贫作风不实及利益联结等问题
进行治理。

去年 4 月，吉首市纪委监委发布
“一棵树”“一块地”等涉林、涉农专项治
理的通告后，13 名党员干部主动交代
问题。作为湖南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湘
西州纪委监委以整治“一块地”为抓手，
对2016年1月以来全州产业扶贫领域
中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共立案查
处 49 人，追缴资金 1728 万元，退还群
众150万元。

怀化市纪检监察机关会同职能部
门，全面清理2014年以来实施的带贫
产业项目、资金拨付及使用情况、贫困
户利益联结关系。截至目前，全市21.1
万户贫困户中，得到产业帮扶的有
20.84万户；建立能兑现分红的带贫产
业项目3120个，实现利益联结关系的
贫困户19.8万户。

永州市纪委监委通过查合作社底子
清不清、项目实不实、产业发展好不好，让
村务监督委员会参与到合作社的日常监督
管理中。今年以来共清理“空壳社”775家，
查找问题188个，追缴资金1534万元。

“各地坚持采取重点监督一批、直查
直办一批、挂牌督办一批、约谈问责一
批、通报曝光一批来传导压力、形成震
慑。”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
月至8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案件2477件，
处理11373人，追缴资金1.35亿元。

监督服务并进，为产业
扶贫保驾护航

8月上旬，溆浦县双井镇宝塔村的
一处果园里，黄桃、翠冠梨、酥脆枣等各

式水果挂满枝头，果园负责
人向理腊高兴地说，“巡察
干部来得真及时，帮我们解
决了难题。”

原来，县委巡察办之前在
宝塔村开展产业扶贫工作
巡察时，巡察干部发现向理
腊因担心今年雨水多、很多
果树保果压力大而愁眉紧
锁。

巡察组立即与县农业农
村局联系，邀请农技专家前
来查看。“粗侧枝要锯掉，病
虫枝不能要，果树要注意通
风透光，枝条不能重叠……”
烈日炎炎下，农技专家现场
为果农讲解果树剪枝和培
管技术要点。在巡察组的撮
合下，县农业专家与合作社
结成技术帮扶对子，为果园
提供长期技术指导。

这样的场景，在全省各地
随处可见。今年3月，省纪委

监委派出31支队伍，直奔基层、直插现
场，分赴51个贫困县开展联县督查，发
现并跟踪解决问题 140 余个。5 月，在
联县督查基础上持续“力量下沉、尽锐
出战”，省纪委监委机关全员出动，全省
组织9086名纪检监察干部入村蹲点督
查，实现对全省所有贫困村全覆盖，发
现并解决问题13273个。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走进田间地头，
深入镇村社区、企业车间，与群众面对面
交谈，了解扶贫项目实施和产业帮扶情
况，着力发现项目推动缓慢、帮扶落实不
细等问题，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特别是在
今年疫情期间，纪检干部第一时间为企
业和农户送上急需的防控和生产物资，
千方百计帮贫困户售卖滞销产品，为企
业办实事解难题，以保障扶贫产业稳定
发展、群众持续受益。

创新方式，持续深化专项治理

“我之前养了1800公斤竹鼠，前阵
政府干部上门，解释国家政策，对竹鼠
进行了放生、无害化处理，每公斤补贴
75元，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桃江
县牛田镇小桃村脱贫户李登科指着已
清扫干净的养殖场欣喜地说。

近日，桃江县纪委监委督查扶贫领域
监督清单销号情况，在县林业局查阅相关
台账时了解到，全县有5家产业扶贫合作
社、10户贫困户参与野生动物人工驯养
繁育。县林业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放生、
药用加工、无害化处理后，县财政对蛇类
每公斤补贴120元、竹鼠每公斤补贴75
元，豪猪一只补贴630元。目前，全县参与
野生动物养殖的贫困户无一返贫。截至7
月底，该县52项监督清单事项中，已有7
项工作销号。

今年以来，我省在隆回县、涟源市、龙
山县、桂阳县、桃江县试点开展扶贫领域
监督“一县一清单”制度。试点地分领域、
按行业列出监督清单，明确整改责任、整
改任务和整改时限，推动分级分类解决扶
贫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在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中，各地不断创新监督方式，找准
病因，对症下药，标本兼治。邵阳市在省
内率先开展创建“廉洁单位”活动，紧盯
贫困村腐败风险点，在670个贫困村全
部开展“廉洁村”创建；湘西州、株洲等地
运用微信群拓展监督广度，有效推动了
村权监督全覆盖、无死角……

我省还充分利用“互联网+监督”这
一科技反腐利器，全省208项民生资金项
目一律上网公示，实现省市县三级扶贫领
域项目资金信息互联互通，乡村财务一律
上网公示。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查询和监督
民生项目、到人到户资金、扶贫项目资金，
发现问题可及时投诉举报。

截至目前，“互联网+监督”平台公开
公示各类民生项目资金13.18万亿元、村
级财务收支842万笔，通过大数据比对发
现问题线索229万件、追缴资金3843万
元，查实投诉举报1639件、处理1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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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护航脱贫攻坚为人师者，共享荣光

——首届“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颁奖典礼暨庆祝第36个教师节大会侧记

9月9日，首届“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颁奖典礼在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罗汇芳 摄影报道

▲ ▲（上接1版）
湖南省双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单位、双拥模范

个人名单

一、湖南省双拥模范城（县）名单
（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城
长沙市 常德市 怀化市 湘潭市 邵阳市

株洲市
衡阳市 娄底市 永州市 郴州市 张家界市
（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县（市）
会同县 长沙县 嘉禾县 韶山市 绥宁县

涟源市
耒阳市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宁乡市 东安县
龙山县 安化县 炎陵县 石门县 洞口县

衡山县
新宁县 慈利县 通道侗族自治县 宜章县 澧 县
永 顺 县 汨 罗 市 南 县 新 田 县 衡 东 县

凤凰县

二、湖南省双拥模范单位名单
（一）爱国拥军模范单位
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张家界市教育局
郴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新区分行营

业部
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道军区社区
浏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株洲市烈士纪念园管理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
湘潭市爱国拥军促进会
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衡阳市公安局
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耒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城步苗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绥宁县乐安铺苗族侗族乡人民政府
岳阳市君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汨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常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益阳市公安局
怀化市教育局
会同县教育局
娄底市财政局
永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湖南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处
（二）拥政爱民模范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96831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1954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2665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32566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96603部队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一医院
湖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高炮团
湖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第三团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系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研究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军事法院第二审判庭
湖南省军区综合训练队
衡东县人民武装部
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武装部
新化县人民武装部
安化县人民武装部
会同县人民武装部
炎陵县人民武装部
郴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
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武装部
凤凰县人民武装部
绥宁县人民武装部
武警湖南总队长沙支队执勤五大队望城中队
武警湖南总队株洲支队执勤三大队炎陵中队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机动第七支队机动三大队

三、湖南省双拥模范个人名单
（一）爱国拥军模范个人
汤瑞仁 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村民
侯平拥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
陈金莲 益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主任
邹春林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
李建波 长沙市开福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蒋 彬 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街道长坡社区党总

支书记
文 波 株洲市荷塘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张 彦 衡阳市蒸湘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刘 杰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副董事长、执行校长
李 雪 中共邵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实

名制管理科科长
尹 硕 新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侯伟国 岳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科科长
丁敬军 常德市财政局社保科科长
游志刚 临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股股长
彭 冲 张家界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
陈 涛 郴州市委宣传部宣教科副科长
尹夏生 湖南省夏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建华 双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蒋旭玲 东安县舜德学校校长
田 莉 怀化市鹤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刘承锋 中共怀化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邹 华 娄底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向 辉 湘西自治州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科

科长
谢 永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机关保卫处处长
贺 理 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拥军优抚处副处长
（二）拥政爱民模范个人
郭恒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95356部队副政治委员

兼纪委书记
邹 鹏 中国人民解放军95209部队政治工作部

组织科党委秘书
王 飞 中国人民解放军95333部队人力资源科

科长
马辉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95871部队政治工作处

副主任
任中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96783部队政治工作部

保卫科科长
冯向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96731部队副政治委员

兼纪委书记
周丰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96834部队49分队二级

军士长
王 鑫 湖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炮兵团政治工作

处组织股股长
刘长庚 衡阳陆军预备役后勤保障旅政治部宣保

科科长
杨彦青 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政治工

作处副主任
胡 峰 国防科技大学教练勤务营政治教导员
袁 超 湖南省军区警备纠察队一中队政治指导员
张运年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
杨泽军 湘潭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
陈景华 石门县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
陈 显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武装部军事科科长
尹海军 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武装部政治工作科

科长
龚细军 涟源市人民武装部政治工作科副营职

干事
谭龙辉 安化县人民武装部军事科科长
毛程丙 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武装部军事科正营

职参谋
余 放 永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正营职干事
姚运飞 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一大队执勤一中

队中队长
李国栋 武警湖南总队湘西支队政治工作处副主任
马吉振 武警湖南总队怀化支队政治工作处主任
何日峰 武警部队第二军事监狱第二监区副营职

监管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