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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8日讯 （记者 孙敏坚）春
节将至。省纪委、省委教育实践办、省直
工委近日联合组织暗访组，对各地各单
位落实中央、省委关于作风建设系列规
定的情况进行暗访。 结果显示，各单位
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现象
得到有效遏制，作风建设总体情况较之
前有明显改善。

省委教育实践办从省纪委、省委组
织部、省委政研室、省直工委、省公安
厅、湖南广播电视台以及长沙市纪委等
部门抽调34名干部、记者，交叉组成5个
暗访组，并详细制订暗访方案、明确暗
访要求，确保暗访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
展。

1月21日至22日， 暗访组先后到省
财政厅、 省教育考试院等25个省直厅

局和二级单位的办公场所、 政务大厅，
查看工作纪律和是否存在用公款购买
赠送年货节礼、购物卡（券）等问题； 到
百果园等15个休闲农庄和橘洲公园等
11个景点， 查看是否存在公款吃喝、
休闲娱乐， 公车私用等问题； 到运达
喜来登大酒店、 豪庭大酒店等18家不
同类型的宾馆酒店和悌公馆等11家私
人会所， 查看是否存在用公款高档消
费、 互相宴请、 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等问题； 到平和堂、 麦德龙等29个
超市、 商场， 查看是否存在用公款购
买年货节礼、购物卡（券）等问题； 到省
委大院宿舍区、 省人大宿舍区、 省政
府九峰小区、 省政协宿舍区等14个住
宅小区的停车场， 查看是否存在收送
礼金礼品(土特产)、 违规停放和使用公

车等问题。 1月23日， 暗访组通过全省
网上政务服务和电子监察系统， 抽查
了省国土资源厅等10个省直厅局的政
务大厅， 长沙市、 衡阳市等12个市州
的政务大厅， 宁乡县、 常宁市等21个
县市区的政务大厅。

根据暗访的情况看，省直机关普遍
重视作风建设，绝大部分单位和干部能
严格执行中央、省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的规定，作风建设总体状况与去年国庆
中秋前暗访的情况相比有明显改善。省
直机关上班迟到现象明显减少；绝大部
分机关工作人员办事认真， 服务热
情；被暗访单位的门厅、传达室均没
有发现年货节礼，收送礼品的现象明
显减少；停放在宾馆、酒店等休闲场
所的公车数量大幅减少。 这充分说明

省直机关边整边改，立说立行，公款送
礼、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奢侈浪费等问
题得到有效遏制，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
重要阶段性成果。

据了解，暗访组通过拍照或录像的
形式，搜集了少量上班迟到，上班做与
工作无关的事情， 涉嫌公款休闲娱乐，
公车私用等问题的具体情况。在对暗访
发现的问题作进一步核查后，暗访组将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案件管理权限，移
交相关违纪线索。 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
人将被严肃处理。

本报记者 李国斌

武汉沦陷，岳阳城破，数十万日寇
直逼长沙，中国国民党将领薛岳，带领
百万勇士誓师血战。大型战争史诗电视
剧《长沙保卫战》，将于1月27日在湖南
经视首播，重现那段惨烈激荡的历史。 1
月23日，在《长沙保卫战》媒体看片会
上，记者采访了该剧的几位主创人员。

重现长沙会战历史
《长沙保卫战》由著名制片人罗浩、

郁康淳联手打造，董亚春执导，钱林森
编剧，张丰毅、佟瑞欣、郑昊等主演，讲
述了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期间，中
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的4次大
规模攻防战，史称“长沙保卫战”。 导演
董亚春介绍，该剧将全景再现长沙保卫
战中，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的
悲壮历史，展现广大中华儿女、湖湘英
雄誓死不做亡国奴的革命情怀。

《长沙保卫战》被湖南籍影星张丰
毅认为是“不演此片，今生遗憾”的必拍
之剧。剧中，他饰演抗日名将薛岳。张丰
毅说，对于这个角色，演得过瘾，“我只
有尽我所能，为观众呈现出他极具传奇

色彩的人生，以此向这位英雄致敬”。
湖南本土笑星周卫星，在剧中扮演

一名日军军官。他表示：“在剧中虽然演
日本军官， 其实也是还原那场战争，这
个角色更加让我觉得历史不能忘却。 ”

打造最“正”抗战剧
近几年，电视屏幕上充斥着各类抗

日题材的电视剧，甚至不乏夸张、雷人
的剧情，如手榴弹炸飞机、手撕日本兵
等。 而《长沙保卫战》的制片人邹鹏表
示，全剧上下非常统一，就是希望真实
还原历史。

有人说，《长沙保卫战》 似“纪录
片”， 因为剧本洋溢着面对历史的客观
精神。 年逾花甲的编剧钱林森说，希望
在晚年写一部有担当精神的抗战剧，

“面对许多神剧、雷剧，我在潜意识中，
有一种纠偏的想法。 ”

据悉，在开机前，该剧的地方文化
顾问顾庆丰带导演组沿着长沙保卫战
的线路走了10天，实地了解当年战争的
地形地貌。 拍摄中，近百人的特技组一
直拍了4个月。 钱林森说，这一切，都是
为了拍出一部有震撼力的抗战剧。

长沙地域文化融入剧中
长沙会战是抗战历史上中日双方

出动兵力最多、规模最大、历时最长
的一次大会战，死伤人数以十万计。
在《长沙保卫战》拍摄中，剧组在长
沙北郊的月亮岛上斥资千万建了一
座仿真长沙古城。 作为整场战役的
核心区域，长沙城的制作极为考究，
昔日老城墙上的口号标语、 老公馆
门口的宣传涂鸦、 商业街中琳琅满
目的画报广告， 无不透露出20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老长沙市井气息。 剧

组从史料和老人的记忆中寻找线索，如
实复原了杨裕兴面馆、 李福星扇店、马
太生绸庄、九如斋南货、谦顺粮栈等民
国时期的“名牌”和著名老字号，展现了
老长沙城独特的风土人情。

此外，《长沙保卫战》 还在天心阁、
爱晚亭、靖港古镇及位于长沙县的李默
庵故居等地取景拍摄，原汁原味地保留
了长沙的历史印记。

本报1月28日讯（通讯员
龚亚军 记者 段涵敏）经过近
两周的精心治疗与护理，“板
凳妈妈” 许月华恢复顺利，已
能自行下床活动， 今天从湘
雅二医院出院了。

听到许月华要出院的消
息， 病区的全体医务人员都
来给她送行，并约定等“板凳
妈妈”完全康复，重返福利院
工作时， 大家一起到福利院
去探望她和她的孩子们。

全国道德模范许月华因
患右上肺肿瘤，于1月14日入
住湘雅二医院胸心外科四病
区。 该院党委高度重视，成立
了由医疗副院长陈晋东教授
担任组长， 党委副书记杨一
峰教授、 医务部主任肖涛教
授担任副组长的专家治疗小
组， 护理部也为其制定了护
理计划， 为其缝制了特殊的

病号服，安排专人护理、专人
陪检，针对其心理状态进行护
理会诊及心理干预，还为其安
排了专门的探视房间供媒体
及社会爱心人士探视。

1月23日，由“湘雅名医”
胡建国教授主刀， 为“板凳
妈妈” 进行右上肺叶切除手
术。 术后“板凳妈妈” 转入
胸外科ICU， 1月25日转入普
通病房接受后续治疗。 10多
天的相处， 医护人员和“板
凳妈妈”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从饮食调理到生活安排， 体
温监测到肺部康复锻炼， 药
物服用到定期复查， 护士长
李迎霞都一一仔细叮嘱、 反
复交代， 并安排两名责任护
士一路护送“板凳妈妈” 安
全返回湘潭， 还细心地为不
喜欢吹空调的“板凳妈妈”
买来了空气加湿器回家使用。

本报1月28日讯 （通讯员 吴
林芳 记者 刘也）1月28日， 常德
市武陵区发生一起连环持刀劫车
伤人案。在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多
警种协同作战下，7小时就破获了
此案，将犯罪嫌疑人刘某荣（男，
26岁，沅陵县人）抓获归案。

1月28日上午6时30分许 ，
常德市城区柳叶大道仙源社区4
组路段， “货的” 司机杨师傅因
长时间驾驶感觉疲惫， 将车停在
路边小憩。 忽然， “砰” 的一声
巨响将他从睡梦中惊醒， 一名年
轻男子手持砍刀砸破驾驶室玻璃
后， 威胁他赶紧下车。 此时， 市
民邓先生骑电动车经过现场， 还
没等他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竟
遭持刀男子飞来一脚， 将他连人
带车踹倒在地。 随后， 两人扭打
在一起， 搏斗中邓先生被砍刀划
伤。 杨师傅赶紧关车门， 打算发
动车子离开， 持刀男子竟挥舞砍
刀横在车前。 杨师傅赶紧停了
车， 随后被男子一把拽下车摔倒

在地，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车被劫
走。

7时06分， 惊慌失措的杨、邓
二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随即，
全市各警种展开全方位侦破，并
实施盘查堵截。 8时30分许，常德
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汉寿
警方反馈称， 在该县岩嘴路边发
现被抢的“货的”，犯罪嫌疑人又
以同样的手法， 抢劫一辆黑色本
田雅阁小车之后， 往蒋家嘴方向
逃窜。11时05分，嫌疑车辆出现在
常德市经开区关卡， 在此把守的
民警们奋力拦截， 不料劫匪强行
冲关，继续逃窜。下午1时许，鼎城
区殡仪馆附近， 早早设卡布局的
民警，终于围堵逼停了犯罪嫌疑
人刘某荣所劫车辆 ， 并将他抓
获。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刘某荣
交代，自己因吸毒成瘾，又无钱回
家过年，便携带砍刀准备捞点钱，
不料作案后不到7小时便落入法
网。

本报1月28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员 魏
文超） 今天， 记者从长沙市公安局获悉， 该
市为期40天的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清霾行
动” 结束， 共破获侵财犯罪案件1700余起，
打掉侵财犯罪团伙106个， 刑事拘留侵财犯
罪嫌疑人750余人。

自去年12月18日以来， 长沙公安机关针
对抢劫、 抢夺、 入室盗窃、 扒窃、 汽车盗
窃、 诈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 集中开展了
“清霾行动”。 通过持续高压打击和严密防
控， 全市刑事发案率得到有效控制， 确保了
社会治安秩序平稳。 1月16日凌晨2时许， 犯
罪嫌疑人张某在长沙湘江风光带坡子街路段
持刀捅伤1名女子抢走随身财物并实施勒索，
之后又对前来送钱的另1名女子进行抢劫，
将其挟持到汽车南站附近勒索3500元。 当
日12时许， 专案民警在长沙市芙蓉区将张某
抓获， 成功破获湘江风光带系列持刀抢劫案
10余起， 涉案金额近10万元。

本报1月2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李林山 ）今
日10时40分， 肆虐湘乡市翻
江镇的森林大火终于被扑
灭， 此时距离大火发生时间
已过去4个夜晚。 据初步估
计，过火森林面积1000多亩，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重要设
施损毁。 据了解，这也是我省
首次开展飞机吊水灭火。

1月24日22时30分，湘乡
市翻江镇吉长村发生森林大
火。 因植被茂密、山势陡峭、
道路崎岖，且风力增大、缺少
水源，火灾扑救困难，火势无
法控制，至26日凌晨，山火已

蔓延至翻江镇褒忠山林场和
丁家、鸟冲、桃林、洪家冲等5
个村，火线绵延数公里。

按照省森防指的部署，扑
火前线指挥部组织了600多人
的扑火队伍。省森防指报请国
家森防指增援K-32直升机灭
火。 27日下午，空中灭火作业
条件具备， 飞机开始吊水灭
火，地面扑火力量迅速跟进喷
洒之处的余火处理。 经过省、
市、县三级的共同努力，采取
地空配合、 多组联动作战，至
今日10时40分， 明火全部扑
灭。 目前，地方干部群众和森
警部队正积极清理火场。

本报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甘治国 吴拥民

连日来，岳阳县干部群众
纷纷赶往该县大云山国家森
林公园，痛悼因救火而牺牲的
好青年陈峰。

陈峰今年32岁， 是大云
山国家森林公园二分场职工。
1月23日12时许，该公园内车
家山上发生火灾，正在吃午饭
的陈峰丢下碗筷， 跨上摩托
车，扑向火场。 奋战10多个小
时 ， 他与同事砍出了一条
1500多米的防火隔离带，山
火被成功扑灭。

24日凌晨， 陈峰拖着疲
惫的身子刚回食堂吃饭，附近
师古塘又传出火警。“我力气
大，我来砍。 ”陈峰和同事及
时赶到，他左手拿手电筒，右
手紧握柴刀，奋力披荆斩棘。
现场烈火炙烤、浓烟刺鼻，他
毫不退缩， 一直战斗在最前

沿。
2时许，火势暂时得到控

制。 可风向忽然急转，不远处
的火舌倏地蹿起几丈高，随风
呼啸而来。陈峰和队友身后的
茅草丛旋即化成一片火海。

“生路”被截断，陈峰果断指挥
队员们向已被山火烧过的林
地突围。

1个、2个……8个被困住
的队员相继逃生；可无情的烈
火锁住了为战友断后的陈峰，
点燃了他的衣服。陈峰几次瞄
准时机，但未能冲出火海。 队
友们焦急地呼唤、寻找；但找
到陈峰时，他已被大火烧得面
目全非。

陈峰被紧急送往岳阳市
一医院急救。 经检查，陈峰全
身90%面积重度烧伤，身上几
乎找不到一处打针的地方。 26
日中午，虽经50多个小时全力
抢救， 陈峰终因伤势过重，带
着无限眷恋离开了人世。

“板凳妈妈”出院了

云山挥泪祭英魂

长沙“清霾行动”

破获侵财案件
1700余起

暗访组节前赴部分单位暗访

作风建设总体情况明显改善

7小时破获连环抢劫案

文化视点
全景再现长沙会战，还原历史真实，电视剧《长沙保卫战》即将开播———

马年春节看最“正”抗战剧

长沙重拳打击
“黑救护车”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杨立华）
长沙市卫生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近日组织开展
整顿规范医疗转运及医疗急救秩序联合执法整治行
动，共查处7辆“黑救护车”。

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长沙市委、市政府连
续3次组织全市相关部门召开工作会议， 成立领导小
组，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整顿规范医疗转运及院前急
救秩序的工作方案》， 从各单位抽调专人成立专项工
作组，组织开展整顿规范工作。由长沙市卫生局牵头，
对有救护车标识的车辆，进行了调查摸底，并联合市
交警支队、市交通执法局、市卫生监督所、市120急救
中心等部门单位，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
湘雅三医院及周边区域组织开展了整治行动。

据悉，此次联合整治的对象主要是非法从事医疗
转运及救护营运的车辆及人员，未经公安交警及卫生
行政部门进行特种车辆登记备案，从事医疗救护转运
的非法改装车辆，非法从事医疗救护执业行为的人员
及设备器械。 目前，3个医院及周边区域共发现7辆黑
救护车，车牌号为湘KG8360、湘MC8457、湘L94566、
湘K38513、湘AF8745、湘A6KS20和湘AGF525，分
别给予扣车、处罚、通告整改等处理。

长沙市卫生局表示，将把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相
结合，逐步完善长效运行机制，遏制院前急救与医疗
救护转运的乱象。长沙市规范院前急救和医疗转运市
场监督举报电话为0731-88666404。

1月28日中午， 雾霾笼罩下的长沙市橘子洲大桥， 从橘子洲往西的一切景物都被雾霾遮住。 至当天，
长沙市空气质量指数已连续3天为严重污染。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湘乡森林大火被扑灭

过火面积1000多亩，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