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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罗徽

通讯员 邓生祥

8月6日，记者来到“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走在路上，不时能听

到乡村大喇叭宣传党的理论政策；随处可见志愿服

务队员，为困难群众提供热心服务……

“六讲方阵”，让文明新风遍地开花

在“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沙洲瑶族

村芙蓉学校五年级学生朱锐担任“小讲解员”，为

游客讲述“半条被子”的故事。

去年，汝城县举办“红色汝城”讲解志愿者培

训班，朱锐和同学报名参加。学成归来后，朱锐主

动到景区为游客讲解，还积极参演“半条被子”故

事情景剧，参加红色歌曲合唱等。

红色故事接力讲，红色基因代代传。沙洲瑶

族村把传承红色基因作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的重要内容，组建红色宣讲团，形成党员讲

党课、干部讲政策、专家讲理论、能人讲技术、村

民讲变化、模范讲事迹的“六讲方阵”。

“群众在哪里，我们就讲到哪里；群众喜欢听

什么，我们就讲什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朱向群说，“我们把‘固定讲台’变成‘流动课堂’，

深入小广场、街头、巷道、田间地头，用群众听得

懂的话，让群众‘零距离’‘全方位’地了解党的理

论政策。”

如今，“一支话筒作宣传，一本本子记民生”

的场景，在村里随处可见。宣讲团的志愿者白天

搞生产、传技术，晚上举办“夜谈会”，听民声、解

民忧。

“每年雨季，村里会出现内涝，要尽快将排污

水管建造好”“怎么办好民宿，村干部要多出主

意”……朱向群说，每次“夜谈会”收获满满，村里

工作有商有量，形成了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智

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的良好局面。

该村还创办农民夜校、文学书法传习所基

地，开设夜课堂、读书班、故事会，举办演讲赛等，

让村风更正、民风更淳、观念更新。“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等相继落户该村。

“红色管家”，让文明实践落地生根

新时代文明实践，既是为了群众，也要依靠

群众。沙洲瑶族村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通

过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等，让每个人都能成为

文明实践参与者。

中午时分，村里老党员朱小勇还在忙着引导

游客车辆有序进入景区。他是沙洲景区的一名保

安，同时也是村治安协会会长、村民理事会理事。

除了干好本职工作，还要帮忙解决各家各户的烦

心事。

谁家里的灯坏了，邻居之间闹了矛盾，有人

要办理医保手续……朱小勇都会带人上门服务。

“看到乡亲们紧锁的眉头舒展，我们心里充满喜

悦。”朱小勇说。

近年来，沙洲瑶族村相继成立村民理事会、

道德评议会、治安协作会和好人协会，组建党员

模范先锋队、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等，村民统称他

们为“红色管家”。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就要到群众最需要

的地方去！”郴州市委派驻沙洲瑶族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谭诗华说，不论

是在议事理事、环境整治等日常工作中，还是在

连心走访、志愿服务等活动中，村里 70 多名“红

色管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样化的治理方阵，承担了村子治理的大

量繁琐任务，也充分激活了群众共治共享的主人

翁意识，成了基层组织不可或缺的得力帮手。”谭

诗华说，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乡村治理

由过去党员干部“一头热”，转化为干部群众“齐

发力”。

村里还通过“道德红黑榜”“景区服务之星”

“好媳妇好婆婆”“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推动文

明新风不断积淀厚植。

“身边的好人多，榜样多，生活在这样的环境

里，感到很幸福！”村民朱新亮说，“红色管家”就

是村民身边的宣传员、服务员，有了他们，就能做

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玉菡

个儿高高，皮肤黝黑，身板笔直……8 月 3

日，记者见到王洪伟时，他刚从训练场下来，大汗

淋漓。“不出任务时，我们都在操练，时刻准备着

救民于水火。”王洪伟拭去额头上的汗珠对记者

说。

王洪伟是益阳市赫山消防救援大队龙光桥

站副队长，30 岁的他已在消防战线摸爬滚打 13

年，参与大大小小的灭火救援 5000 余起，救出被

困群众 300 余名。他在赴汤蹈火中淬炼“真心英

雄”，兑现“人民消防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今年 4 月，王洪伟被评为敬业奉献类“湖南

好人”。

顽皮小子成为业务尖兵

“我小时候可顽皮了，是部队改变了我。”王

洪伟摸着泛黄的军营照，思绪翻飞。

1992 年，王洪伟出生于辽宁大连一个小渔

村。11 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他有过一段“野蛮生

长”期，是个令人头疼的“捣蛋鬼”。2009 年，他应

征入伍，来到益阳，成为消防兵，人生从此改变。

训练的苦，曾让王洪伟一度想当“逃兵”。幸

运的是，在大家的关怀下，他慢慢适应过来。特别

是参与灭火救援后，更是成就感满满。入伍第二

年，他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很快，吃得苦、霸得蛮的王洪伟成长为业务

尖兵，多次代表益阳市参加消防比武。一次竞赛，

由于队友拉绳过猛，加上自身冲刺的惯性，王洪

伟面部撞在滑轮上，两颗牙被磕掉，嘴鼻鲜血直

流。他吐了口血水，立即重新归队。最终，王洪伟

与战友获得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

王洪伟先后参加省、市消防比武竞赛 20 余

次，收获奖牌 30 余枚，荣立个人三等功 2 次。

智勇双全为民赴汤蹈火

消防救援，是一场勇气的角逐。

2016 年 7 月，益阳遭遇罕见洪灾，多处房屋

被淹。危急时刻，王洪伟和队友不惧危险，数十次

冒险营救被困群众。船桨被水草缠住，他跳下船，

在激流中奋力拉扯障碍物，推着船前行。连续奋

战两天两夜，直到群众都转移到安全地带，他才

松了一口气。

消防救援，也是一场智力的比拼。

今年 4 月，一辆环卫洒水车掉入路边排水

沟，一名司机被困驾驶室，情况危急。王洪伟和队

友火速赶到现场救援。驾驶员被卡受伤，需小心

翼翼，防止受到二次伤害；车辆掉入的排水沟地

基较软，为防止车辆二次变形，需加固地面和稳

固车辆；现场燃油泄漏，需杜绝火源……周密安

排下，20 分钟不到，被困司机被救出。

这些年来，“4·20”步步高火灾、“2·15”世纪

大厦火灾、“9·23”团洲市场火灾、“5·20”槽罐车

泄漏、“8·14”浩森胶业火灾等灾害事故处置中，

都有王洪伟冲锋在前的身影。他先后被评为省青

年岗位能手、省优秀共产党员等。

铮铮铁骨也有柔情一面

“我已有 13 年没有回家陪爸爸过春节了。”

提到老父亲，王洪伟红了眼眶，言语间满是愧疚。

67 岁的父亲因常年出海打鱼，落下风湿性

关节痛的毛病，这成了王洪伟心底最大的牵挂。

而每次与父亲打电话，父亲都称自己很好，嘱咐

他好好工作。有一年，王洪伟的父亲和村民一起

救山火，被烧伤躺在医院 40 多天，却怕儿子担

心，一直瞒着。王洪伟知晓后，别提多心疼了。

“我也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王洪伟说，

因为工作原因，妻子产检都是岳母陪同去的。家

人的支持，是他奋勇向前的动力之一。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沙兆华

“我 今 年 101 岁 ，已 经 迎 来 了 建 党 100 周

年，我还想迎接建军 100 周年，再等 92 岁的老

伴满 100 岁。”7 月 12 日，记者来到娄底市娄星

区百岁老兵周富国家中，听老人说起自己“四

个一百”的人生梦想。已过期颐之年的老人，依

然心怀理想，憧憬幸福，令人感佩。

如钢刀般的抗日战士

1921 年，周富国出生于山西忻县（今忻州

市），早年父母双亡，生活的苦难磨炼了他果敢

顽强的意志。

山西，抗日烽火的前沿。1937 年 11 月，日

军入侵周富国家乡，忻县沦为日寇统治区。为

了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忻县

以北同蒲铁路为界，划分为东、西两个战略区，

路东称东忻县，路西称西忻县，军民联合抗日。

听说革命队伍来了，年仅 16 岁的周富国毅

然离乡，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忻县基干游

击队，随后分配到东忻县公安局，在与日寇小

股部队游击战中，周富国日益老练，越发勇敢，

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士。

1940 年 8 月，百团大战打响，为了配合主

力部队，东忻县公安局接到任务，破坏日军占

领的同蒲铁路支线，阻碍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

军事行动。

“当时我们 30 多人执行任务，来到铁路线

上，我带人割电线、锯电杆，一下午破坏了 2 公

里长的铁路线。”时至今日，老人依然清楚地记

得，当晚，一辆日军火车直接翻下铁道线，大家

兴奋地说，这把钢刀终于插入了敌人的心脏。

挥舞棍棒参加劳工暴动

1941 年 12 月，周富国在执行任务中，被日

军俘虏。日军严刑拷问：“你不怕死吗？”周富国

凛然回答：“救国不怕死。”

随后，周富国和从华北各战场被捕的众多

革命战士一起，被押往吉林省临江县大栗子沟

铁矿山。

劳工岁月暗无天日，吃着发霉的包谷面，

周富国几度病危，但他坚强地挺了过来，团结

劳工跟敌人顽强斗争。

“ 相 信 会 跳 出 牢 笼 ，相 信 抗 战 一 定 会 胜

利！”带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周富国与劳工相互

串联，1945 年 7 月底，劳工组织集体暴动，大家

挥舞棍棒，冲破层层封锁，在临江火车站截获一

辆火车，来到了沈阳。当久违的太阳暖暖照在身

上，获得自由的周富国心潮澎湃、斗志昂扬。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沈阳一度处于无序状

态。在地下党组织下，劳工们成立了沈阳保安

团，分赴城内重要地方执行安保任务。

“我被分到火车站、电讯局，每当看到投降

日军被盘问、搜身，一副丧家犬的样子，就心花

怒放。”周富国说，看到日本侵略者被驱逐出

去，感到扬眉吐气。

迎着敌人枪口炸地堡

1946 年，周富国被编入冀东军区热东军分

区 24 师 71 团 4 连，任 9 班班长，守卫热河根据

地。

1946 年 10 月，国民党一个营在辽西杜家

屯村安营扎寨，侵扰百姓。71 团奉命歼敌，连队

命令周富国带领 2 人炸掉敌人位于村口的火力

点。

村口山高 150 多米，周富国迎着敌人枪口

正面往上攻，和战友密切配合，扫清了 6 个地

堡，使部队在杜家屯战斗中大获全胜。周富国

和战友得到团首长的表扬。

辽沈战役胜利后，周富国被编入中国人民

解放军 45 军 135 师 404 团，随部队打响了平津

战役，随后又千里奔赴湖南参加衡宝战役。衡

宝战役后，部队在祁阳县成立补训师，周富国

留下开展俘虏训导遣散工作。

1952 年底转业后，周富国进入湘南煤炭总

局工作，在娄底、邵阳先后任金竹山、新东、宋

家塘煤矿负责人，为湖南的煤炭工业发展贡献

了力量。

1983 年 12 月 ，周 富 国 离 休 。投 入 革 命 工

作 46 年 ，奉 献 近 半 生 ，周 富 国 始 终 一 腔 热 血

赤 诚 。2010 年 ，老 人 以 89 岁 高 龄 著 成 个 人 回

忆录——《革命生涯 无悔人生》，字里行间，是

一名战士披肝沥胆的革命人生。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磊

“没有突发情况，就是最好的情况。”8 月 6

日，岳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陈华告诉记者，5 日

晚，首届湖南·岳阳洞庭渔火季开幕，现场人山

人海，他和 16 名队员参与安全保障工作，圆满

完成任务。忙碌而紧张，这是陈华的工作常态。

10 余年来，冰天雪地里，有他搜寻溺水人

员的身影；炎炎烈日下，有他寻找走失老年人、

儿童的身影；防汛抗洪时，有他巡堤抢险的身

影……“我们始终竭尽全力，去帮助需要帮助

的人。”陈华话语铿锵，激情满怀。

组建民间救援队，投身公益事业

1985 年 10 月，陈华入伍。在部队，他获集

体二等功 2 次、个人嘉奖 3 次。1989 年，陈华转

业到岳阳市岳阳楼区税务局工作。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并不具备救援

知识的陈华，毅然参与救援。目睹大好山河满

目疮痍，眼看人们经历生死离别，陈华下定决

心，要组建民间救援队，投身公益事业。

回到岳阳，陈华马不停蹄寻找志同道合的

伙伴，学习救援专业知识。2011 年 8 月，他申请

成立岳阳市蓝天救援队。

建队之初，面对“救什么、怎么救”以及资

金短缺等问题，有的队友退出，有的还劝陈华

放弃，但陈华选择默默坚守。

陈华带领队员参加各种技能培训，自己先

后获得 RQ3 高空救援高级技术员、RQ3 激流

水域高级技术员、中国红十字急救员师资证等

证书。

陈华不仅指挥、协调队员完成各项救援任

务，自己也尽量参与行动。在队员眼里，队长不

知疲倦，冲锋在前，是大家的好榜样。

冒险争做逆行者，奔赴各地救援

2014 年 8 月 10 日，云南鲁甸发生地震，陈

华带领 6 名队员赶赴鲁甸，开展灾后救助。他们

不顾高原反应，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在塌方、

余震不断的 8 个受灾村，奋力开展救援工作。

最危险的一次是在银屏村，陈华和队员徐

湘平、范维通过一个几十米高的塌方山体，由

于太危险，每次只能一人通过，其他两人则要

随时关注上方落石。就在徐湘平通过时，陈华

大喊一声“快跑”，徐湘平全力奔跑，刚通过就

有两块大石砸在他身后。

通过不断的实战救援，岳阳市蓝天救援队

逐步成长为一支训练专业化、管理规范化、流程

科学化的队伍，服务项目由单一的户外救援扩

展到防灾救灾宣传、应急救护培训、坍塌破拆、

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紧急救援等领域。

今年 4 月，上海出现严重疫情。接到求助函

后，陈华组织队员赶赴上海闵行区，投入消杀

支援工作。每天消杀结束后，他逐一询问队员

状态，查看大家的体温；大家进入梦乡后，他独

自坐在台灯前，记录一笔笔物资消耗，计划第

二天的行动。

“在小区消杀时，居民从窗户伸出大拇指，

为我们点赞。滞留上海的湖南老乡看到我们的

车，就会惊喜欢呼。离开时，闵行区政府特意为

我们举办欢送会。回来后，收到很多从上海寄

来的锦旗、奖章……”陈华说。

10 余年来，陈华冒着各种危险，先后参与

“东方之星沉船”“云南鲁甸地震”“疫情防控消

杀”“河南抗洪抢险”等全国性灾难救援 16 起、

跨省救援 30 起、省内救援 1000 多起，获评“全

国最美志愿者”“湖南好人”“湖南新时代最美

民兵”等。

“在部队的生活，影响了我的一生。大家都

渴望岁月静好，但总要有人负重前行，我愿意

这辈子做一名逆行者。”陈华说。

湖南日报 8月 8日讯（全媒体记者 王为薇）

“已经排查十几栋楼了，加把劲儿，一定可以找到

他。”近日，娄底市公安局娄星分局禁毒大队民

警，顶着烈日在长沙某大型工地排查出一名涉毒

犯罪嫌疑人。截至目前，以这名犯罪嫌疑人为突

破口，娄底公安机关已刑拘 10 名涉毒犯罪嫌疑

人。

7 月 26 日清晨，娄底市公安局娄星分局禁毒

大队民警张华、邓强驱车赶往长沙。根据研判，吸

贩毒嫌疑人周某身处长沙市岳麓区。

一路上，两人有忧虑：周某因经济问题成为

失信人员，在长沙使用的是伪造的身份信息，排

查难度挺大。

两人抵达长沙后，更大的难题扑面而来——

目标位置是一个住宅在建项目，50 栋楼房

均未安装电梯，甚至连楼栋号都未标注；

楼栋地面上堆满了钢筋、模板，有的楼梯还

未浇筑混凝土，有的刚刚架好钢筋；

工地内施工人员几乎都是老乡关系，稍有不

慎就会走漏消息，导致功亏一篑。

办法总比困难多！

两人从项目部借来安全帽，乔装成监理人

员，穿梭于一栋又一栋高楼之间。从每一栋的 1

楼爬到 18 楼，层层搜寻周某的身影。衣服被汗水

湿透，矿泉水早已喝完，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但

两人始终充满干劲。

下午 4 时，曙光出现了！

两人步行至一栋楼 17 层的悬空平台时，发

现一名钢筋工的体貌特征与周某很像。

然而，此时周某身处的位置危险，尤其考虑

到周某是吸毒人员，贸然行动可能导致其自残自

伤。

张华灵机一动，笑着走过去递了根烟给周

某：“师傅，干这行多久了？这钢筋扎得不符合规

范呀。”

几句闲谈，周某被引导至安全地带。两人果

断出击、互相配合，一把扭住了周某。

控制住周某，两人脱下便衣，轻拧一把，汗水

洒了一地。

连日来，根据周某提供的线索，张华、邓强一

鼓作气又抓获了 10 名涉毒犯罪嫌疑人。

据统计，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以

来，娄底全市共刑拘涉毒犯罪嫌疑人 173 人，强

制隔离戒毒 58 人、社区戒毒 49 人、行政处罚 257

人。（文中民警为化名。）

文明新风润三湘

新时代“老兵新传”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你我同行全民禁毒

“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沙洲瑶族村——

文明实践赋能幸福生活
101岁老兵周富国：

披肝沥胆的革命一生

百岁老兵留光影

缉毒民警不畏“烤”验“地毯式”排查只为找到他

赴汤蹈火淬炼“真心英雄”
——记敬业奉献类“湖南好人”王洪伟

王洪伟正在进行队列训练。 陈思 摄

“岁月静好”的守护者
——记全国最美志愿者、岳阳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陈华

绘就美丽乡村
新画卷

8 月 8日，青山环绕、薄雾轻罩

下的桂东县寨前镇槐村村，景美如

画。近年，该村重点围绕人居环境、

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等方面下功夫，

一幅文明和谐、生态宜居的美丽乡

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邓仁湘 摄

7月12日，周富国在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邹尚奇 摄

陈华带队在汨罗江进行龙舟节赛事安

全保障工作。 沈立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