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法大赛现场， 小选手们在聚精会神地进行创作。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摄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龙文泱 欧阳倩
曹雪 张晶） 日前， 长沙市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颁奖。 电视剧
《毛泽东》 获全国“五个一工程” 奖，
湘剧 《苏秀才》 等7件作品获全省
“五个一工程” 奖， 《簸箕上的麻雀》
获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最佳作品，
《自然抵达》 获冰心散文奖， 广播剧
《油菜花开》、 歌曲 《永远的雷锋》、
图书 《向着中国梦强军梦前行———国
防科技大学60年建设发展纪实》 等

21部作品获评长沙市“五一个工程”
奖。

近年来， 长沙市共扶持55个重点
文艺创作项目， 扶持、 奖励资金达
600余万元， 同时， 将高端文化人才
纳入“长沙市引进紧缺急需和战略型
人才计划”， 开展“五个一批” 人才
选拔工作， 首批评选了18名文化领军
人物并将其纳入文化名家培育工程。
2014年， 长沙市文艺作品获得国家
级、 省级奖项达150余项。

把忠诚写在哨位上
———武警长沙市支队四中队忠实履行职责使命记事

“文化长征队”
10年后重走长征路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陈薇）日前，罗
范懿率领的“文化长征队”在安仁三中、承坪
乡、龙海镇立下3座“红军长征精神碑”，标志
着第二次“文化长征队”重走长征路活动胜利
结束。

10年前，湘南革命老区的3位文艺工作者
罗范懿、李绿森、陈赞文组织并启动了一场“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长征”活动。这支“文化
长征队”于2004年10月18日出发，沿着当年红
军长征的路线徒步行进，先后走过江西、广东、
湖南等10个省（自治区），历时半年，于2005年
4月15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他们一路宣讲“红
军长征精神”，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2014年10月13日，罗范懿与卢成锡、张家
祥组成新的“文化长征队”，从望城出发，历时
60天，途经8个省，穿越五岭地区、云贵高原、
四川盆地、青藏高原等，到达甘肃会宁。沿途宣
讲10余场，并在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
甘肃等地立下“红军长征精神碑”30余座。罗
范懿说，“红军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
富，要一直传承下去。

饱蘸油彩绘中国梦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陈薇）近日，由

湖南省当代油画院主办、 湖南白石艺术传媒
有限公司承办的“2014守土·乐道———湖南省
当代油画院作品展” 在湘潭齐白石纪念馆开
展。

这是省当代油画院的陈河西、曲湘建、蔡
国胜、王水清、周成华等画家集体发力，创作
了以人物、风景、静物等为题材的精品油画80
件。作品整体面貌呈现出强烈的南方色彩，蕴
含深厚的传统文化，洋溢着质朴、自然、恬淡
的审美意趣，给人梦想的力量。

据了解， 湖南省当代油画院是我省唯一
的专业油画院，成立9年来，不断开展下乡采
风、讲座、培训、展览、出版等学术研讨活动，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该院画家作为我省油画
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 创作的作品在全国性
展览中入选、获奖100余次，为近年湖南油画
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该院编辑出版的《中国油
画家》杂志，创刊5年来，坚持学术第一原则，
为全国油画创作起到了积极健康的引导作
用，受到全国业内外好评。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陈薇） 近日， 由
益阳市总工会、 益阳市书法家协会主办的“益
阳市职工迎新年书法展” 暨第二届“益阳书法
艺术节” 开幕。 来自社会各界的600余人参加了
活动。

“益阳书法艺术节” 是益阳市书法家协会
创办的五年一届的大型艺术活动， 首届于2009
年举办。

据了解， 第二届“益阳书法艺术节” 共展
出书法作品700余件,参展书法家达500余人。
此次艺术节包括“益阳市职工迎新年书法展”、
“与古为徒·益阳市第二届篆刻艺术展”、 “体道

日新·益阳市第二届青年书法展”、 “志道游艺·
益阳市第四届硬笔书法展”、 “笃行致远·首都
师范大学青年学子湖南行书法展”、 “老树新
枝·益阳名老书法家提名展” 等6个大型书法展
览， 以及两堂名家书法讲座， 书法家进工厂、
企业慰问劳模， 书法家给一线工人送春联等系
列活动， 多种形式的活动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
活,为新年的益阳增添了绚丽的一景。 益阳市书
法家协会主席盛景华表示， 益阳是文化之乡，
自古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 举办“书法艺术节”
旨在营造更好的文化氛围， 进一步繁荣益阳的
书法事业。

时间：2014年12月30日
地点：张家界市永定区沙堤乡汆水溪村。
人物：田文波，男，土家族，50岁，汆水溪

村党支部书记。
事件： 听田文波讲如何带领村民创新立

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打造“平安和谐村
落”的故事。

今年就要过去了，俺村里喜事不断。在沙
堤乡2014年度综治检查评比中，我们村拿到
了最高分，一跃成为全乡乃至全区的“状元”。
分数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乡里乡亲越来越
感到安全、和谐了，这才是我们村加大村民自

治，与乡、区里一道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推动“五线织网”保安宁的目的。

近年来，我们村借着“全区大力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东风，成为了“国家级环境优
美乡村”。得之不易，保之更不易。村里那条10
多里长的小溪，鱼虾成群，常惹人来电鱼、毒
鱼、炸鱼；田里常有人捉青蛙、挖黄鳝、打泥
鳅；山林里常有人网鸟、砍伐林木。另外，村里
也会发生吸毒、寻衅滋事等现象。

对这些问题， 我们刚开始也没有什么好
办法， 一度出现“头疼治头、 脚疼治脚” 疲
于应对的状况。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实现

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 居民自治良性互
动；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创新立体化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 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
违法犯罪活动。 通过参加区里组织的学习、
培训和会议， 我们认识到， 搞好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需要创新， 要在“立体化” 和“防控
结合” 上作文章。

今年5月以来， 我们村成立了自己的
“治安巡防队”， 队员以45岁以下且品行端正
的男性为主。 大伙儿都很给力， 全义务不
算， 还搭上摩托车， 油费也垫上。 巡防的重
点是防火、防盗、防生态破坏，巡防时间主要

是晚上，9名队员实行两班倒。同时，全体村民
共同订立了《村民自治条例》，与巡防队一道，
由村支两委和乡、区以及派出所、宣传载体等
5条“管线”一起，编织起一张立体的、防控结
合的“网”。自从“五线织网”形成，我们村最大
的变化，就是火灾、盗窃等案发率为零，破坏
生态环境的事儿没了，10名吸毒人员都自愿
或强制戒毒， 邻里间的纠纷和寻衅滋事等现
象也少了……用村民的话说，“如今的汆水
溪，就是敞开大门睡觉也无妨。 ”

（田文波 讲述 湖南日报记者 尹超 通讯员
李金 鲁絮 整理）

我说改革新鲜事

“敞开大门睡觉也无妨”

陶功财 图/刘谦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陈薇）
今天， 在美仑美术馆二楼展厅上空，
弥漫着一股墨香， 58名来自全省的青
少年书法选手聚集在此， 参加“湘美
杯” 首届中小学生书法大赛。

只见比赛展厅的桌面， 摆放着笔
墨纸砚， 小选手们全神贯注， 在宣纸
上挥毫， 各自施展着绝技。 一位奶奶
带着孙女在考场外等着比赛结果的公
布。 据奶奶介绍， 孙女汪华8岁开始
学书法， 已经学了5年。 今天在现场
写的是行草。 当记者问汪华， 周围是
否有很多同学也在练书法时， 汪华点
了点头。 不少陪同孩子前来比赛的家
长说， 都很支持孩子练书法， 从中体
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本次大赛由湖南美术出版社主

办。 自2014年11月正式启动， 大赛
组委会共收到全省14个地州市2000
多名中小学生送来的书法作品上千
幅， 评委会对这些作品进行细心初
评， 共评出优秀软笔书法作品148件，
优秀硬笔书法作品58件。 按照大赛组
委会的要求， 入围的小选手按照入围
作品成绩占30%， 现场作品成绩占
70%的计分方式冲刺本次书法大赛奖
项。

经过评委们现场细致地筛选， 最
终评选出一等奖10名， 二等奖、 三等
奖总共48名。 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鄢福初认为，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小
选手们基本功扎实， 既遵从书法的传
统， 又能写出大胆新奇的笔韵， 展示
了青少年书法独有的天趣。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向剑锋 熊伟

“把忠诚镌刻在神圣哨位，把汗水挥洒
在橄榄岗亭！ ”这是驻守在湖南省委大院的
武警长沙市支队四中队时常喊的一句口号。
在官兵们共同努力下, 该中队连续13年被武
警湖南总队评为“先进中队”，连续21年被评
为“执勤工作先进单位”。

近日，记者走近该中队官兵，感受他们牢
记使命，忠实履责，以三尺哨位为家，用满腔
热血铸就金色盾牌的壮丽情怀。

武警长沙市支队四中队主要担负省委机
关、重要领导人来湘警卫勤务等情况，还担负

复杂多样的临时警卫任务， 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 长期以来,中队官兵时刻不忘战备，始终
以临战的姿态站岗执勤，不错放一车、不漏查
一人，确保“上哨一分钟、安全六十秒”。

“同志，请你出示出入证！ ”2014年12月
26日上午10时，在被誉为“三湘第一哨”的省
委大门哨位， 武警战士王杰正有条不紊地指
挥过往车辆。中队指导员邓贤甫介绍，省委大

院在高峰期， 平均每2至3秒就有车辆或人员
进出，一班哨下来，哨兵指挥车辆和人员进出
的手势就要进行上千次， 特别是在盛夏，“一
哨三身汗”是常有的事。

正是凭借这种严谨细致、坚韧顽强、严守
纪律的战斗作风， 确保了警卫目标的绝对安
全。 有一年8月的一个深夜，一辆的士想趁着
夜色混进省委大院， 因省委机关大院不能进

入的士， 当班哨兵章春健便示意的士倒出大
门，但司机没有任何反应，他弯腰一看发现一
名男子正拿刀架在司机的脖子上。 机警的章
春健装作没看见， 向大门另一名哨兵陈小虎
使了一个眼色，迅速跑向副驾驶门侧，乘劫犯
不备，用力打开车门，一个锁喉快速把劫犯拖
下的士，和陈小虎一道把劫犯制服，成功处置
了这起劫持人质事件。

对待驻地群众,四中队官兵则像“春天般
的温暖”。 2012年5月，哨兵章新祥在执勤过
程中发现有一辆车的门窗没有关， 车内有现
金10000多元。 面对金钱的诱惑，章新祥不为
其动，坚守岗位做好交接，确保了车主现金的
安全。

书法少年正当时
“湘美杯”首届中小学生书法大赛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 � � � 名片：
陶功财 ，1982年出生 ， 湖南浏阳人 。

2014年之前，在各类媒体发表了500多篇文
章，数量可观。 他与妻子共同创办小鬼当家
公益图书馆也被一些媒体报道。 2014年2月
26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跟公务员队伍说
再见》，报道了他辞去了森林公安工作，卸下
公务员身份投入创业的事情，并被人民日报
等多家主流媒体微博所转发，这让他的名字
真真卷入了主流舆论场的漩涡。
� � � �正文：

陶功财并不喜欢自己被贴上“辞职公务
员”的标签。

在辞职之前，虽然他的名字也屡见于报
端，但在主流舆论场仍然名不见经传。

他也不明白“辞职”这样一件只关乎个
人选择的事情，为什么比自己那么多针砭时
弊的文章，和一些公益事业受关注得多。

陶功财说自己有颗“不安分的心”。
所以在浏阳的大山里时， 他努力读书，

要走出大山。
上了军校后， 他选择了飞机维修专业，

因为那是个“高大上”的专业。

不过命运吊诡，许多时候生活并不如自
己的想象。

虽然学了飞机维修， 但之后在部队的6
年多生活中，他从没修过飞机，只是做了一
些喷涂之类的事情。

转业之后回到浏阳，他做了一名森林公
安，生活一如既往的平淡。

跟他的聊天中，他常反复说起“体制内”

这个词。
他并不喜欢那些“体制”所给他设定的条

条框框，他的文章中也时时对于“体制内”保持
着适度的怀疑。

在他看来，“体制”是一个“紧箍咒”，让
人无法完全发挥自己的能量。

相比文章的棱角鲜明，陶功财本人却是
一位长相瘦削，待人温和、腼腆的男人。

他的同事曾经告诫他， 对待嫌疑人不能
“太客气了”，要保持威严。 但陶功财却觉得一
些不小心造成森林失火的人， 往往都是大山
之中辛勤劳作的“老实人”，为了讨一口生活，
不留意犯了错，不想为难他们。 不过，从执法
的角度而言，又确实需要公平公正，这让他很
矛盾。

后来，因为写作上的才华，陶功财受到
领导青睐，被调到局机关写材料。 他有自己
的想法，他力求把公文材料写得有人情味一
些。

但最后， 他还是厌倦了这些。
“一些了解我的朋友对我说， 像你这

样喜欢独立思考的人在体制内生活一定很
痛苦。” 陶功财说， 虽说主要在办公室是写
材料， 但也经常少不了做些布置会场、 洗
杯子、 拖地之类的杂务， 这样的日子日复

一日， 32岁的他似乎已经可以看到“30年
后自己的样子” 了。

“一年5万块钱， 收入低， 养不活老婆
孩子。 按照体制内的规则， 未来似乎也不
掌握在自己手里， 前途渺茫。” 这是陶功财
辞职两个最直接的因素， 这又透露出陶功
财那颗不安分的心下， 还有着实用主义的
色彩。

陶功财辞职已经10个月了， 还经常有
人问他后悔么。

他回答是： “相比在体制内的谨言慎
行， 此时可以做更多想做的事情， 而且对
于未来自己多半可以掌握。”

现在的陶功财依然办着自己的小鬼当
家公益图书馆， 每天看着孩子来读书和活
动就很开心。 他经营的好爸爸家庭文化发
展 （湖南） 有限公司， 近半年以来， 凭借
几个小活动已有了收入。 正在测试的“好
爸爸” APP也即将上线， 一切都似乎在向着
他理想的方向发展。

虽然陶功财也认识到， 社会阶层固化
的鸿沟， 让一个阶层向更高的阶层迈进之
路越来越难， 但他说： “只要我自己努力，
相信三五年之后， 至少能比在体制内的自
己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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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
者 白培生 通讯员 张昱旻
曾双红 ） 近日， 郴州市北
湖区委农村工作部组织60
多名村干部， 到区法院旁
听某村干部涉嫌职务侵占
集体土地补偿款庭审， 给
村干部上了一堂警示教育
课。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中，有基层群众提
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
源管理存在漏洞。 为此，郴
州市将整顿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问题作为自选整治
任务之一，出台了农村集体
资金资产资源监管暂行办
法等。 为管好农村集体资
金，实行村级财务委托乡镇
（街道） 统一代管模式，即
“村账乡代管”。 当前，全市
2962个村的财务已全部交
由乡镇代管，各乡镇（街道）
设立村账乡代管办公室，由
乡镇财政所、农经站指定专
人，分别负责代理记账与审
核票据、资金管理工作。 同
时， 加强农村财务审计工
作。 全市农经系统200多名
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完成了
所有行政村的村级财务审
计工作，审计金额达6.69亿
元。并对全市村级财务情况
进行了全面排查，目前已清
理2956个村的财务，查处案
件85个、违法违纪村干部75
人、金额797万元。

针对农村公共资产、资
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郴州
市推行集中公开交易制度，
规定单项价值在2000元以
上的村组资产资源处置、建
设项目确定、商品及服务采
购等，都要报乡镇统一公开
进行，确保事前审核、事中
规范、及时公开、全程监督。

“通过采取一系列措
施，目前农村集体‘三资’监
管已步入正轨。 ”郴州市农
经局局长唐甲良介绍，下一
步将建立健全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长效机制，并在村
里推行电算化管理方式，实
行网上审核、 网上监督，及
时公开信息，确保“三资”安
全。

走出“体制内” 世界也精彩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整改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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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书坛多盛事
第二届“益阳书法艺术节”举办6大展览

长沙市文艺创作精品迭出
2014年获得国家级、 省级奖项150余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