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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地处高寒山区的新邵县龙
溪铺镇卓笔村已有些许寒意，但村级活动中
心却是一片火热场景。湖南工商大学驻卓
笔村帮扶工作队组织贫困户开会，大家就如
何发展秋冬农业展开热烈讨论。

●有闯劲的“三剑客”

“工作队三个小伙子硬是把我们村当成
了自己的家，每天都从早忙到晚，与村民们
打成一片。我们都称他们为‘三剑客’。”卓
笔村党支部书记吴金兰口中的“三剑客”，就
是湖南工商大学驻卓笔村帮扶工作队的谢
小明、罗定波、文佐时。他们平均年龄 35
岁，有思路，有闯劲，工作雷厉风行。

吴金兰告诉记者，卓笔村曾是新邵县14
个深度贫困村之一。2018年3月，刚刚在潭
溪镇兴东村出色完成扶贫使命的湖南商学
院（2019 年 6 月更名湖南工商大学）接受省
委的安排，选派了三名优秀青年干部组成新
一轮驻村帮扶工作队，进驻卓笔村开展驻村
帮扶。驻村两年来，工作队三人全年人均驻
村超过220天。在他们的辛勤付出下，卓笔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6公里通组公
路硬化已完工，村部、文化广场和村级集市
已建成，村级电网改造和宽带进村工程已完
工，光伏电站已并网发电，高标准的村史馆
落成。2018年，卓笔村获评“新邵县脱贫攻
坚示范村”。

●“三剑客”的坚强后盾

工作队进村扶贫后，得到了校领导的力
挺。湖南工商大学党委书记唐亚阳教授、校
长陈晓红院士亲任服务脱贫攻坚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唐亚阳先后 6 次到卓笔村调研，
陈晓红个人捐资15万元在村里设立院士奖
学基金。他们带领工作队从产业帮扶、以购
代捐和教育扶贫等方面重点发力，为卓笔村
驱走贫困，创出富路。

卓笔村位于天龙山下、下源水库旁，生
态环境十分优良，这里出产的绿色农产品闻
名遐迩，是城里人餐桌上的“香饽饽”。针对
卓笔村的这一优势，工作队实施以购代捐项
目，联系学校食堂及教职员工批量采购该村
以及周边村的生态肉食、大米和家禽鲜蛋。
2018年，共完成了605万元的采购量。

工作队还把湖南尚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纳为学校结对帮扶企业。2018年，卓笔村
129 户贫困户捆绑该企业进行重点产业帮
扶，每人获得了528元的返本分红收益。

●带领村民奔富路

“工作队出的点子就是好，我算是发上
‘羊’财了！”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卓笔
村 5 组组长彭庆湘在工作队的鼓励和支持
下规模化养殖黑山羊，每只可获200元的补
贴。2018年，他养殖黑山羊18只，获利2万
余元，一举脱贫。今年，彭庆湘扩大养殖规
模，养了40只黑山羊。

为帮扶更多有种养技能的村民，工作队
安排 40 余万元对该村特色种养业进行资
助，涵盖全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目前，卓
笔村已成立 5 个专业合作社，建有五黑鸡、

水鸭、黑山羊等 5 个养殖基地，同时还建有
600亩有机紫谷基地1个、50亩高山延季辣
椒基地1个。

扶贫先扶智。暑期期间，工作队组织大
学生志愿服务队来村开展支教活动，并对卓
笔小学修缮项目进行申报。2018年暑假，卓
笔完小18名贫困家庭的优秀学子参加了湖
南商学院组织的励志夏令营，第一次走出大
山，到省城见识了大山外的世界。

扶贫“三剑客” 青春献山村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杨能广

10 月 27 日，刚在大祥区某社区家长学
校开完家庭教育讲座的市家庭和谐促进会
心理健康讲师王明华，接待了前来咨询的市
民戴女士。

原来，戴女士有个儿子陈某，今年考上
了某省级重点高中，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
一个月前，陈某迷恋上一名比他大2岁的某
职业学校的女生，从此离校出走，大人怎么
规劝都不肯再回学校。

戴女士怎么也想不通，过去聪明活泼的
儿子，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问题青年”！

有果必有因。为了弄清陈某走到现在
这一步的原因，王明华详细了解了其成长经
历——

戴女士与丈夫结婚后，两人就到外省
发展。儿子陈某5岁时，夫妻俩因感情不和
离婚，此后，前夫回了邵阳，戴女士仍然在
外打拼。

陈某9岁后，交由奶奶抚养。早年离异
的奶奶性格很急躁，控制欲非常强，陈某每
天必须完全按照奶奶的要求去做，否则就会
遭到责骂。

陈某自小学习用功，小学毕业后顺利考
上名校。为此，家里在学校周边租了一套小
居室，奶奶、爸爸、妈妈利用假日轮着去陪
伴，但陈某对此并不热情。后来，大人去陪
的次数就依着他的要求逐渐减少。再后来，
就出现了文章开头提到的情况。戴女士感
到非常担心，生怕儿子由于早恋耽误学习，
彻底毁了前途。

听完戴女士的诉说，王明华对其现在的
心情表示理解，并结合陈某的日常表现，作
出了心理分析：

戴女士与丈夫离婚时，孩子陈某只有5
岁。在陈某的潜意识里，会把父母离婚与自
己表现得不好联系起来，认为爸爸离开妈妈
和离开家庭是自己的过错。为了让妈妈不
再离开自己，他表现得非常乖巧。

9岁后回到邵阳，陈某只能跟奶奶生活
在一起，母爱和父爱缺失，让他只好把所有
的情感投注在奶奶身上，可隔代的奶奶并不
真正懂得爱孙子。祖孙之间只是一种寄生
关系——奶奶在情感上依赖陈某，陈某在生
活上依赖奶奶。实际上，年幼的陈某无意间
要承担三重角色：一是孙子的角色；二是爷
爷的角色，因为单身的奶奶会把对爷爷的感
情移情到陈某身上，陈某要对爷爷角色的缺
失进行补偿；三是父亲的角色，在奶奶内心
深处，这才是她真正的希望所在，也是下意
识里重点控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本来
就缺少情感支持、心理抚慰的陈某，就需要
透支更多的心理能量来处理自己和奶奶的
关系。

这样就非常便于理解：陈某之所以发奋学
习，立志并一路考上名牌初中、重点高中，目的
就是要离家远远的，逃离被控制的感觉。因
此，他对大人的热心陪读也不乐于接受。

在高中，陈某认识大自己2岁的职校姐
姐后，那位姐姐能够理解他，于是，他把对父
母特别是对母亲的情感需要投射到了那位

姐姐身上。陈某依恋那位姐姐并不仅是早
恋，更重要的是对母爱缺乏的补偿，即找到
一个替代母亲，受伤的心灵终于有了疗治的
港湾。陈某离校出走，并不是他真的不想学
习，而是对情感的强烈需求所致。

那么，无辜的陈某还有救吗？
王明华告诉戴女士，要想帮助儿子，首

先就要改变自己，只有通过自身的改变，才
能引导和启发儿子改变。

1.与前夫坐下来好好沟通一次，形成一
致看法，共同改变自己，齐心协力帮助孩子。

2.想办法把儿子找回来，多陪伴孩子，
把对孩子的爱用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
出来，并在恰当的场合，向孩子认错，争取孩
子的谅解和理解。要让孩子明白父母一直
是爱自己的，只是不知道怎样来爱，以致让
他产生了父母不爱自己的错觉。

3.绝口不提学习和早恋的事。学习和
早恋是孩子目前最敏感的问题，不能触动。
当孩子有了爱的感觉、有了家的感觉、有了
归属感，自然会主动与父母说起学习和恋爱
的事。这时，父母以朋友的姿态再与孩子商
量讨论，孩子是会正确面对和处理的。

4.一定要相信孩子。每个孩子都是天
生追求进步的，且具备相当的能力去处理生
活中遇到的问题。

幼年心理透支：生命难以承受之痛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唐偲 李梅

邵阳日报讯 （记
者 杨 敏 华 通 讯 员
贺天梁 陈怀瑾） 10月
23 日是新邵县民政局婚
姻辅导室的固定辅导日，
2名志愿者早早来到办公
室，为前来咨询的夫妻提
供心理疏导，为“患病”婚
姻“急诊”。

自“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开
展以来，该局坚持以服
务群众为导向，狠抓问
题整改落实，采取多项
举措为群众提供更优质
的民生服务。

该局以党组带支部的

形式，直奔问题调查研究，
找准问题立行立改，推动
民政系统工作全面提高，
并以优化服务要素、提高
服务水平、改善服务质量
为重点，整合各方资源，努
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该局积极
向上申报医养结合养老服
务项目，以解决老有所养
问题；在全县 413 个村和
社区设立儿童专干，解决
留 守 儿 童 问 题 ；设 立
12349 救助热线平台，并
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建
立规范高效的“救急难”工
作长效机制。

新邵民政局
聚焦民生贴心服务

邵阳日报讯 （记
者 陈星 通讯员 肖体
松） 10月8日，邵东市公
安局成功解救出一名遭非
法拘禁的男子。

当天上午，“邵阳快
警”邵东二号平台接到群
众报警，称在邵东市某酒
店1423房内有人被打。

接到报警后，值班民
警带领快警立即赶赴现
场。在1423房门口，民警
敲门，房内没有任何反
应。民警随后叫来服务员
开门，发现房间内有5人，

其中一人面部有明显伤
痕。

经调查，7日下午，几
人在1422房内打麻将时，
怀疑其中一人使诈，就对
其进行殴打后将其拘禁在
1423房内。

随 后 ，民 警 打 开 了
1422房间，发现房间内有
2 名人员，并发现其中一
个床头的枕头下有一把管
制刀具。

目前，案件已移交至
红土岭中心派出所进一步
侦办。

邵东公安
解救一被非法拘禁男子

吵架也能要人命？武冈
市某乡镇村民肖时政（化名）
这辈子都想不到，这样的事
偏偏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今
年 5 月，年届六旬的肖时政与
同村一名八旬老人因琐事发
生口角，两人吵架后，八旬老
人倒地身亡。老人的妻子及
五个子女因此将肖时政起诉
至法院，索赔 7.5 万余元。近
日，武冈市人民法院审理了
该案，一审判令肖时政赔偿
死者亲属各项经济损失 1.2
万余元。

今年 5 月 4 日早上，八旬
老人林玉溪（化名）去自家秧
田放鸭时，发现有人将其秧田
里的水放了，非常不满，随口
骂了几句。骂完后回家休息
了一会儿，又准备去秧田看
水。当其走到马路边晒谷坪
时，碰到了肖时政，双方因秧
田放水一事互相谩骂，林玉溪
边骂边走，没走多远突然倒地
不起。待 120 急救人员赶到
现场，发现林玉溪已经没有生
命体征。有目击证人证实，两
人仅仅互骂了几句，没发生任
何肢体接触。林玉溪的亲属
认为肖时政对林玉溪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要求肖
时政承担实际损失30%的赔偿责任。

武冈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的生命健
康权受法律保护。八旬老人林玉溪因放水一事，与
肖时政发生争吵，短时间内突然倒地身亡，虽然无相
关的医学证据证明老人的具体死因，但与之前双方
的激烈争吵存在关联，该争吵行为是导致林玉溪死
亡结果发生的诱发因素，肖时政应当对林玉溪的死
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法院酌定判决肖时政承担
该案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总
额的 10%，共 12055 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
诉，判决生效。肖时政于判决生效后主动支付了赔
偿款。

办案法官提醒广大群众，遇到矛盾要善于控制情
绪，有话好好说，类似该案这样因争吵后情绪激动诱
发死亡的案例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生。因为每个人的
身体状况、心理承受能力不同，所以不论是在日常生
活中，还是在处理各类纠纷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
情绪及言行，避免不良结果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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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商大
学校长陈晓红院士
（左一）为卓笔完小
学子发放“院士奖
学金”。

▲帮扶工作队队长谢小明（左）走访贫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