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矫健的身姿、 刚毅的面孔，
穿着迷彩服走村串户。“吃得苦，
耐得烦。” 这是吴正平留给村民
的印象。

桑植县地处武陵山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 是贺龙元帅的故
乡。自1988年以来，省军区发扬
红军长征精神，连续30年坚持对
口扶贫桑植县，吴正平是第23位
接过重担的扶贫干部。

主动请缨投身扶贫战场

“和平年代参加脱贫攻坚是
部队官兵义不容辞的责任，百姓
需要， 我应该去。”2015年春节
前夕，吴正平向省军区领导主动
请缨，带领工作队走进扶贫点桑
植县刘家坪白族乡新阳村，全力
以赴扶贫纾困。

驻村之初正值三九寒冬、大
雪封山，可吴正平放下背包就冒
雪逐户走访调研村情民情，摸清
贫困底数，分析致贫原因，与贫
困群众一道理思路、 定目标、商
对策，带领工作队和村支两委精
准施策，靶向治疗。

“村民吃的是望天水，住的
是木房子，走的是泥巴路。”吴正
平回忆，3年前第一次进村时，新
阳村的贫困程度令人吃惊。该村
2014年村民人均纯收入仅2000
元，全村449户1580人中，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129户479人，贫
困发生率高达30.3%。

“不怕苦不怕累， 就怕精准
扶贫缺了位。” 吴正平驻村后的
第一件事， 就是解决群众最期
盼、 反映最强烈的安全饮水问
题。经过与水利部门和扶贫办的
多次协调，2015年10月，铺设自
来水管道6000多米， 彻底结束
了全村群众靠天吃水的历史。

针对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
残疾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较多
的问题， 积极向机关领导汇报，
省军区领导机关与新阳村33户
特困家庭结对帮扶，官兵募捐11
万元资助贫困学生106人次。

开拓思路发展产业村民增收

拔穷根还得靠产业。面对新

阳村耕地面积较少的现状，扶贫
队积极探索股份合作扶贫模式，
开拓思路、巧借外力，联系引进
张家界禾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与新阳村合作， 以土地流转、入
股分红、 劳务用工等多种形式，
联合开发周边6个村的土地，建
起523亩的现代生态农业产业
园。每年为新阳村集体增收15万
元，入股贫困户年均分红450元，
务工人员月均增收1800元以上。

村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他
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不但成了按
月上班领工资的工人，而且还成
了股东。钟菊花就是入股的贫困
户，她掰着手指算了算去年的收
入：“入股分红450元， 土地流转
租金1000多元， 基地务工收入
8000多元。光这三项收入，少说
也有1万元。”

新阳村党支部书记庹文华
告诉记者，这几年工作队还大力
扶持贫困户发展土鸡、 土猪、豪
猪等特色养殖， 并建成了300亩
优质果林， 建成200千瓦光伏扶
贫电站。

曾经的贫困落后村，如今少
数民族特色村庄建设如火如荼，
红色旅游、生态观光农业悄然起
步， 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到
2017年底，新阳村村民人均纯收
入达5200元，是2014年的2倍多。

老区不脱贫，部队“不撤兵”

作为战斗在脱贫攻坚一线
的“军代表”，除了付出辛勤的汗
水， 还有个人和家庭作出的牺
牲。 驻村帮扶的第二年暑假，吴
正平妻子带着8岁的女儿来到村
中看望3个月没回家的爸爸，在
看到爸爸为村里新建舒适明亮
的小学教室时，女儿出人意料地
提出到村小读书的要求，“因为这
样就可以天天看到爸爸!”这位从
军23年的铮铮铁汉忍不住流下
愧疚的泪水。2016年10月，吴正
平的父亲突发疾病去世，也没能
陪伴最后一程、见上最后一面。

“虽然有艰辛的付出，但看
着老百姓钱袋子鼓了、日子越过
越好，内心就会有一种自豪感。”
吴正平欣慰地对记者说，老区不
脱贫，部队“不撤兵”，这是省军
区对桑植老区人民许下的坚定
承诺，也是省军区部队每一名官
兵义不容辞的责任。

■记者 周小雷 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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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日讯 1月30日下午
3点25分，12岁的赵文飞在领到期
末考试成绩单后出走，其母郭永红
广发寻人启事， 同时也向媒体求
助。2月2日0点16分，三湘都市报记
者收到郭永红的短信称，“孩子已
经找到了，感谢各位好心人。”

据悉，赵文飞于1月30日下
午去学校领取期末考试成绩单
后， 便没再回家， 失踪约3天时
间。“在离家几米的地方被人看

见。”郭永红告诉记者，孩子回到
家后不大高兴，一言不发。几经
询问， 孩子才说是东西丢了，他
弄丢了自己与另外一个同学的
学生手册， 出去寻找就没有回
来，“这几天有没有着凉，在外怎
么休息，孩子都不愿意讲。”

郭永红说，估计是因为这个
原因所以不敢回家，“我没有责
怪孩子，会慢慢对他进行疏导。”

■记者 李成辉

本报2月2日讯 近日，由湘潭市
政府举办、 湘潭市人社局和智联招
聘承办的2018年湘潭市高层次紧缺
急需人才专场洽谈会在广州举行。

本次洽谈会，湘潭市15家名企携
近150个中高端岗位现场揽才，招聘岗
位年薪普遍在15万-30万元。据统计，
活动当天共吸引456名位高端人才（湘
籍人才332位）前来洽谈并面试，其中
187位初步达成就职意向。

据了解， 本次精准引才专项活
动， 三所高校共计划引进人才396
名，其中湘潭大学203名、湖南科技
大学101名、 湖南工程学院92名。计
划引进的人才涵括两院院士、 国家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学科带头人
及优秀的青年博士。 公开招聘的专
业包括法学、语言学、工学、理学、管
理学、经济学等。活动现场，三大高
校均抛出优厚的条件， 根据实际情
况提供科研启动经费，最高达到120
万年薪+200万安家费，以及1000万
元科研启动经费。同时，对高层次人
才提供购周转房、 解决子女入学入
托、 协助在校内安排配偶工作等服
务， 如在湘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
引进对象按标准补助， 不在湘潭购
房的按50%补助。除了住房保障、子
女就学、配偶就业、就医快捷通道等
福利外，三年内，经湘潭市认定引进
的高层次人才、 高级研发经营人才
原则上分别轮流安排一次7—15天
左右的集中休假疗养活动等等。

朱伟是众多前来应聘者之一，他
的老家在湘潭湘乡，大学毕业后一直
在外工作， 从事环保设施类工作。朱
伟告诉记者，现在家乡在产业园建设
方面和沿海城市差不多，只要是薪酬
待遇合适，他会考虑回湘就业。

某企业招聘经理李栋国表示，
此行目的是希望寻找到有经验的产
业园管理者。“和以往不同， 这次我
们来广州之前， 就通过智联招聘对
应聘者进行了初步筛选， 确定了定
向的对口人才， 并进行了邀约。”李
栋国说， 此次广州行增进了对求职
者的了解，并达成初步意向。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唐清莹

向省军区主动请缨赴扶贫一线，建生态农业产业园让务工人员月增收1800元

“老区不脱贫，我们坚决不撤兵”

最高120万年薪200万安家
湘潭高校名企
广州揽才

失踪三天的12岁男孩找到了
疑丢失东西不敢回家

本报 2月 2日讯 前
天，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
院执行局干警在广东清远
清新区法院的协助下，顺
利查扣两辆泵车。然而，令
人咋舌的是， 一伙不法分
子趁两辆扣押车加油之
际，公然将车抢车。目前，
广东清远警方已介入调
查。

事发1月31日下午5
点左右，两辆被查封的涉
事车辆被停放在清远市
某停车场内。之后,�长沙
市天心区法院和清远市
清新区法院执行局干警
一路护送两辆涉案车辆
至清连高速龙颈收费站
路段上高速。随后，清新
区法院干警返回法院，天
心区法院执行局干警又
赶赴其他地方开展另案
执行行动。

由于两涉案泵车缺少
燃料， 司机便将车开下高
速， 来到清新区龙颈镇路
段的一加油站加油。 就在
这时， 四辆小车将泵车拦
截，一群人从车中窜出，抢
走两辆泵车。

案件发生后,�天心区
法院的执行人员立即向清
新区警方报案， 同时将有
关情况向清新区法院进行
通报。 清远市清新区警方
和清新区法院高度重视，
警方当天迅速对此案展开
调查。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妨
碍法院执行工作的不法人
员， 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
予以打击， 坚决维护司法
权威和法律尊严。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文天骄

查扣车辆光天化日下被抢走

吴正平（右一）正在村子走访。 受访提供图

2日上午，长沙市公安
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
该市近日成功破获一起特
大跨省电信网络诈骗案。
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63
名，收缴银行卡9张，扣押
涉案电脑、服务器80台。

2017年12月底， 长沙
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发现线
索，市民田某登自当年5月
以来， 浏览某网站封建迷
信内容后， 被自称某“居
士” 的人通过网络和电话
多次鼓动诱导， 以高价购
买貔貅手链、 龙龟等所谓
“法器” 以及请人做“法
事”， 损失人民币7000余
元。 在对相关线索进行核

查后， 警方推测该案背后
可能存在一个较大的电信
网络诈骗团伙， 迅速全力
展开侦查。

通过搜查， 专案组成
功锁定嫌疑银行账户，并
立即组织民警南下广东追
踪调查。1月24日上午9时
20分，专案组抽调警力100
余人于广州兵分3路精准
出击， 成功抓获犯罪嫌疑
人63人。除2名久未上班的
犯罪嫌疑人， 该电信网络
诈骗团伙其余成员无一漏
网。至此，该特大跨省系列
电信网络诈骗案成功告
破。

■记者 王晗

借“法器”消灾之名
骗你没商量
长沙破获特大跨省电信网络诈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