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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岁 的 他 ， 告 老 还 乡 20 年 后

当起乡村振兴“第一书记”
共享汽车出事故，用户垫付6000多元

四个多月后
还没收回垫付款

去年12月25日，市民王先生租用首汽集团旗
下GoFun公司共享汽车，行驶中不慎发生追尾事
故。因有保险协议，GoFun公司让他先行垫付
6056元维修费，15个工作日后再给他。但4个多月
过去，在保险公司早已把理赔款打给首汽集团的
情况下，王先生却至今没有收到垫付款。

记者了解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收到王先生
的反映后，三次督促GoFun公司还款未果。4月28
日，首汽集团工作人员回复记者，争取在节前（五
一节）将垫付款打给王先生：“因为车子比较多，
有时确实会遇到特殊情况。”

用户遭遇：4个多月未收回垫付款

“我按照处理程序和他们沟通，没人理我，没人
处理。”4个多月过去，王先生为此事伤透了脑筋。

去年12月25日，下着小雨，王先生在天府三
街附近的一处停车场，缴纳599元押金，租下一辆
首汽集团旗下GoFun公司的共享租车，赴新都办
事。“雪佛兰，4座的，车牌号是川A94C2S，返回的
时候在二环高架一个出口追尾了。”去4S店维修、
到事故处理中心认定，因为租车有保险协议，再
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租车协议的程序按部就班
进行。“在4S店修理后，GoFun公司让我先行垫付
6056元维修费，提交报销资料，15个工作日后再
给我。”今年1月1日，王先生将报销资料提交给
GoFun公司，但15个工作日后并未收回垫付款。

王先生继续咨询GoFun公司，被告知按照租
车协议是30个工作日退回。又30天过去，未收回
垫付款的王先生将电话打到GoFun北京总部，他
称，自己被告知需要四五十个工作日才能收回垫
付款。王先生还说，这期间他多次致电负责退款
的两名工作人员，但他们不接电话。后用短信和
对方联系，记者在王先生短信截图页面看到，工
作人员只回复了一条“车牌号，你的名字，垫付金
额发给我一下”，便不再理会王先生。

记者了解到，首汽方面早在1月初，就收到了
保险公司的理赔款。负责理赔的中国平安保险工
作人员查询相关记录后告诉记者，他们针对此事
故在去年12月29日定损，后于今年1月4日，将
6056元理赔款支付给首汽。

垫付款一拖再拖，王先生分别于3月5日、3月
27日、4月8日，三次将遭遇反映到成都市人民政
府网络理政平台。记者在平台相关页面上看到，
锦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三次责令GoFun公司加
强主体责任意识，加强员工培训与管理，杜绝类
似现象再次发生，督促GoFun公司尽快办理。

但是至今，王先生依然没有收到他的垫付款。

首汽回复：有可能是回单打漏了

GoFun在生活中很常见，大街小巷和停车场
里，这些车辆通常贴着“GoFun首汽共享租车”车
贴、背着绿色的号牌。据公开资料，GoFun是首汽集
团旗下新能源分时租赁业务，于2016年2月25日正
式上线。记者从首汽集团和GoFun公司的工作人员
处了解到，其程序是GoFun处理退还资料，提交给首
汽财务审核，最后由首汽将退款直接打给用户。

GoFun北京总部和成都分部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他们在3月份提交了相应资料，其中3月
15日是单独走加急程序给首汽的财务，至于为什
么没有退款，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因为车子比较多，有时确实会遇到这种特
殊情况，没入账的原因也多。”4月28日下午，首汽
集团工作人员蒋先生为记者解释了原因：“比如保
险公司虽然给我们理赔款了，但是需要财务在银
行领取收款回单来入账，有可能是回单打漏了。”

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保险公司在银行打
款时需要备注，因为是新车没车牌，比如拿到回
单了，如果做保险理赔同事无法从回单上判断是
哪个车，就没法入账，需要一个一个去问，通常这
种就会压着暂时不做，因为太耽误时间了。”

那王先生的垫付款要压到什么时候呢？蒋先生
回复说：“有笔2000元没入账已经发给财务了，就这
两天提交走流程，争取节前（五一节）打给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三大作用”
政治引领、提升组织力、信息桥梁

在村里，熟悉何宗辉的村民都说他“没有架子”，随和、亲切，
不管大人小孩，都称他“何大公”。王登平告诉记者，“何大公”的
意思，一是他在村里年龄大、辈分高，另一方面，是对他的尊敬。

平时里，何宗辉并不轻易联系村镇干部反映情况。他说，
自己只是回乡养老，只是一个老农民，“不能管这管那，不能啥
事都去找他们。”这些年来，村里的一些大项目，大事情，往往是
村上干部来找他出谋划策，或者通过他对接信息渠道，联系投
资捐款。

何彬说，何宗辉时常到与村干部坐到一起，了解村上的情
况，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同时很耐心地听取基层干部的
意见，他说话和和气气，村干部与他打交道没有任何压力。

在古蔺镇党委政府，跟何宗辉搭档的，是刚刚退休的副镇
长饶正林，他跟何宗辉一样发挥着自己的余热，因为年轻一些，
很多与镇村的沟通，都是通过他去传递、协调。

在小水村，离退休人员发挥余热，已经有着多年的传
统。2002年左右，何宗辉就组建村级关工委，把这些“乡贤”
组织起来，开展文化活动，协调投资捐款，甚至出面处理一
些家庭、邻里纠纷……76岁的杨器先是这群“乡贤”之一，他
说如今很多老先生已经去世了，但活动并没有停下来，像王
登平这样的“年轻人”又加入了其中。

何宗辉说，自己本来就是农民出身，工作几十年，也一
直在跟农业农村打交道，对家乡这片土地的感情，已经深埋
在心。所以回到老家，他住得习惯，也习惯与村民、村干部打
交道。对于“第一书记”这个职务，何宗辉说，这是自己做事
的一个平台，但更多的事情，还是靠基层、靠群众、靠社会人
士，自己只是一个“参谋”，或者联络员。冉雷波说，何宗辉在
当地名望很高，聘老人做“第一书记”，主要发挥三个作用：
政治引领、提升组织力、信息桥梁。

村里一些大项目，
大事情，往往是村上干
部来找他出谋划策，或
者通过他对接信息渠
道，联系投资捐款

84岁的何宗
辉 承 认 自 己 老
了，但还能做点
事。他站在小水
村的花椒示范园
里，检查新栽花
椒苗的成活率，
数了四遍，他才
心里踏实，“成活
率大概在80%多
一点。”

何宗辉是原
泸州市政协副主
席，并担任过古
蔺 县 委 书 记 多
年。1998年，他退
休回到古蔺县古
蔺 镇 小 水 村 老
家，扛上锄头，成
为一个农民。

20年来，地
处川南山区的小
水村，经历了几
个时期的变化，
从靠土地吃饭，
到乡村振兴的产
业兴起。何宗辉
是村庄变化的亲
历者，他也在不
同时期，为村里
发展发挥了不同
的“余热”。2018
年7月，何宗辉从
泸州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老干部
局局长冉雷波手
里接过乡村振兴

“第一书记”的聘
书。退休20年来，
他在村里第一次
担任“要职”。

这是泸州唯
一的离退休干部
担任“第一书记”
的案例，在全国
也属罕见。冉雷
波告诉记者，何
宗辉是离退休干
部发挥余热、传
递 正 能 量 的 典
型，组织上没有
给他安排具体工
作，但明确了三
个工作目标：政
治引领、提升组
织力、信息桥梁。

告老还乡
老屋一间，山泉数眼，锄头一把

小水村离古蔺县城有10多公里，海拔1000
米左右，沿缓坡而上，是一级一级的梯田。葱郁
的植被，以及高海拔的山地气候，让这里十分
清凉。

84岁高龄的何宗辉走路有些吃力，但耳清
目明。早上7点，他吃一顿简单的早饭，出门散
散步，然后再回到家，坐在堂屋门口的椅子上，
一份一份地读报。

他每年花1000多元订阅报刊杂志，但在老
家，报纸并不能及时送到，往往一个星期才送
来一次，他不着急，慢慢读。

读国家政策，也读农村经济。何宗辉说，读
书看报，是多年来的习惯。吃过午饭，他会跟几
个相熟的老人一起，去离家三四百米远的桃源
亭玩川牌，一直到下午四五点钟，再在村子里
散散步，慢慢走回家。

桃源亭是何宗辉2017年筹集资金修建的
一处公共休闲场所，花了20多万元，在村里一
座废弃古庙的遗址上建起来。亭子旁有一股终
年不绝的泉水，小水村得名，正因村里有多股
这样的山泉。

小水村有古蔺“小桃源”之称，颇有文化底
蕴。讲起村里的历史，何宗辉信手拈来。10年
前，他组织出了一本叫《小水文存》的书，书中
除了收录当地文化人的诗词，更多是小水村的
近现代史。

20年前，何宗辉退休回家，修整了自己的
老屋。这栋青瓦土墙房，始建于1947年。何宗辉
说，房子是爷爷修的，自己几岁的时候，父亲就
去世了，从小跟爷爷、奶奶、母亲一起长大。老
屋的记忆，是童年的艰辛，以及亲情的温暖。

在泸州市区，何宗辉还有一套房子，但过
去20年，他绝大部分时间住在村里。回乡后，他
种了多年的地，最近几年才放下锄头。今年春
节他在老家度过，然后回泸州待了个把月时
间，清明节后，又回到老家。整个夏天，他也将
在这里“避暑”。

发挥余热
筹资修路，引导种菜，组织“乡贤”

62岁的王登平最初认识何宗辉，还是在上世
纪80年代初。那时候，王登平还在村上做民办教
师，何宗辉时任古蔺县委书记。任县委书记的何
宗辉，在自家田里试种杂交水稻。

抽穗的时候，王登平回家路过何宗辉的稻
田，摘下一根稻穗，边走边数，一共有300多粒稻谷，
他又摘了一根普通稻田的稻穗，数下来，只有100多
粒。接下来两年，村里的杂交水稻很快推广开来。

王登平的家，在小水村五组，何宗辉在小水村四
组，隔着大概两公里。王登平从杂交稻的稻田里，认识
了何宗辉，但他当时还没见过这个村里的“能人”。

直到后来何宗辉退休，王登平才算跟他打上
了交道。退休回家的何宗辉筹资修路修桥，王登

平已是小水村的村干部，成为何宗辉的“项目负责人”。如
今，王登平担任小水村纪委书记，另兼村关工委主任、村老
年协会会长，是老书记身边的“得力干将”。

刚回老家的时候，何宗辉花了个把月在村里“闲逛”，他
发现村里的粮食产量不高，效益微薄，找到症结的何宗辉决
定引导村民种植大棚蔬菜，在自留地里，大棚蔬菜种出来
了，他请村民前来参观，并介绍种植经验，再自费购买秧苗
分发给村民栽种……后来，小水村很多蔬菜直供古蔺县城。

但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打工，“水田变成了旱地，旱地
变成了荒地。”对于村民来说，种地变得不再重要。何宗辉
发现新的问题，村里成为老人孩子占绝大多数的空巢村
庄。他把村里的老支书、退休教师、退休公职人员等“乡贤”
组织起来，成立了小水村关工委，同时成立老年协会。开展
文化活动，组织表演队伍，让村里老人跳上坝坝舞，筹资修
建3座爱心桥，一条爱心路，让孩子上学不走泥泞小路。重
阳节，举办全村老年活动，表彰孝子贤媳，开学时为贫困学
生捐资助学……

最近几年，村里开始土地流转，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
又开始回来种地，一些投资人也开始到村里发展，中药材、
有机水稻、脆红李、花椒等产业基地逐渐兴起。何宗辉再次
发挥自己的“余热”，赴德阳、重庆江津考察，为村镇干部建
言献策，利用自己的资源招商引资，积极推
进花椒示范园的建设……

担任“要职”
被聘为乡村振兴“第一书记”

喜欢读报的何宗辉，比村里人对外面的信息更敏感，
他的老同事、老朋友，也常常给他传递“可靠消息”，“这个
项目有可能适合你们村。”何宗辉记在心里，思考成熟后，
便给村镇干部提出建议。

小水村的花椒产业发展，便是这样谋划出来的。为了
这个项目落地，何宗辉专门去德阳考察，得知花椒是从重
庆江津引种的，他又到江津去考察，同去的包括王登平等
村干部。小水村的山地气候，以及土壤特征，在专家论证
后，最终使项目得以落地。

小水村党支部书记何彬告诉记者，小水村的花椒种
植规模超过500亩，河对岸的光辉村同样超过500亩，两个
村的花椒产业发展都得到了何宗辉的指导帮助。除了几
个大户种植外，很多村民也加入到产业中来，一些村民积
极性不高，他会亲自参与劝说。

何宗辉也隔三差五要去看看花椒地，跟村民了解情况，
到地里检查花椒苗的长势。“他工作特别仔细。”在退休教师
杨器先的印象里，何宗辉做事雷厉风行，又特别注重细节。

何宗辉常常不厌其烦地给村民讲解“土地流转”“乡村振
兴”，如何转变思路，如何找土地要效益。何宗辉说，他看书看
报，了解这些政策和信息，就是希望改变村里人的观念。

2018年7月，何宗辉被聘为小水村乡村振兴“第一书
记”，这是何宗辉退休20年后，第一次担任“要职”。过去多
年，他发起组织的各种活动，包括村关工委、老协等，都只
是挂了一个“顾问”头衔。

冉雷波告诉记者，何宗辉这个“第一书记”，在泸州是
唯一一例，在全川全国也属罕见。这个第一书记，是为了
让老书记“名正言顺”地去发挥余热，“他退休回乡做了那
么多事情，本身就非常具有典型性。”

泸州：
着力引导老同志
积极增添正能量

286名离退休干部
到村担任“党建顾问”

泸州市老干局综合科
科长张文良告诉记者，2018
年以来，泸州市以“增添正
能量·共筑中国梦”为主题，
着力引导老同志积极增添
正能量。泸州全市286名离
退休干部到村担任“党建顾
问”。张文良介绍，何宗辉20
年来为村里所做的事，为当
地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当地
人有口皆碑。2005年，他被
评为全国关工委先进个人、
全国离退休老干部先进个
人；2017年，他被评为泸州
市首届“五老七贤”；2018
年，他被评为泸州市优秀离
退休干部党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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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智囊

他把村里的老支
书、退休教师、退休公职
人员等“乡贤”组织起
来，成立了小水村关工
委，同时成立老年协会

当磁石

他被尊称为“何大
公”。村民说，“何大公”
的意思，一是他在村里
年龄大、辈分高，另一方
面，是对他的尊敬

当旗帜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19111期开奖结果：716。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
第2019048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9 18
03 07 10 12 蓝色球号码：10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11期开奖结
果：486，直选：3120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
选6：11770注，每注奖金173元。（16162775.99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11期开奖结果：
48602，一 等 奖 21 注 ，每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61348425.8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048期开奖结
果：6824298，一等奖0注；二等奖13注，每注
奖金22828元；三等奖155注，每注奖金1800
元。（41597715.4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
19062期：1113010001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066期：
003312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9059期：
131010133333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任选9场第
19059期：1310101333331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6月27日)

体彩

足彩

小水村的花椒示范园

何宗辉主持修建的“桃源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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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颇”虽老
余热未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