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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乔伊蕾
通讯员 曾光耀 李旭

【案情通报】
近日 ，石门县纪委查处了一起村

干部职务侵占窝案 ，蒙泉镇将军山村
支村两委 5名干部无一 “幸免 ”。据查
证 ，蒙泉镇将军山村支村两委集体研
究骗取国家扶贫资金 10万元 ；5名村
干部共同侵占村集体资金122524.9元
违规购买个人社保 。原村主任闫凡林
侵 占 村 集 体 资 金 81160.7 元 ； 索 贿
20000元 ，个人分得 10000元 。原支部
书记骆元焕侵占村集体资金 33301.7
元 。闫凡林 、骆元焕二人被县纪委立
案调查 ，按干部管理程序免去了二人
职务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会计肖强
林 、支委闫光欣 、妇女主任皮小兰因
侵占集体资金问题被镇纪委立案调
查 。

【案件回顾】
闫凡林是近些年来石门县第一个被

县纪委查处的村官，办案人员对他的印
象是“胆子很大”，“精明又贪婪”。

2013年，该村扶贫后盾单位常德军
分区给将军山村安排了一个养殖业扶贫
项目。闫凡林不但没有把实施项目落脚，
反而打起了骗取国家扶贫资金的算盘，
他提议采用租牛的方式迎检，并负责以
500元/头的价格两次租用农户的牛。实
施过程中，他本可以全部租用本村农户
的牛，却舍近求远从邻村亲友家租了几
头牛，顺利通过了常德军分区和县扶贫
办的验收，成功骗取10万元资金。

2014年， 闫凡林作主与某公司以
100元/亩的价格签订了6746.2亩集体山
林流转合同，但告知其他村干部的价格
为90元/亩， 其中80元/亩给了林农，10
元/亩作为村里的工作经费， 隐瞒的10
元/亩费用67462元据为己有。 另外，该

公司还私下给了他个人10元/亩的工作
经费。

同年，承揽将军山村公路硬化工程
的包工头肖某找该村结拖欠工程款31
万元。闫凡林让村会计肖强林在给肖某
结账时直接扣除20000元， 随后和肖强
林私分了该笔资金。

相对闫凡林而言，村支部书记骆元
焕“老实”出了名。然而由于其妻子患尿
毒症，长期需要治疗，巨大的经济压力
让这个“老实人”也动起了歪脑筋。2012
年年底，他以给领导拜年为由，找村会
计肖强林拿了20000元，将之据为己有。

2013年以来，该村通过虚列工程项
目、虚增工程金额等方式套取资金45万
多元，用于非生产性开支和违规给村干
部发放福利。2014年， 闫凡林、骆元焕、
肖强林、闫光欣、皮小兰等5名村干部由
村集体全额出资为每人购买了10年社
保，而按政策规定，村集体出资最高限

额为 70% ，5人共同侵占村集体资金
122524.9元。

【案例点评】
石门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 王先波：

村干虽小 ， 却因直接关涉群众的
切身利益 ， 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着基
层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的信任 ， 对这
类案件我们从不姑息 。 针对该案发生
的原因 ，我们坚持挺纪在前 ，在全县彻
查了四类问题 ： 一是狠抓党风廉政建
设 “两个责任 ”落实 ，着力解决责任不
落实的问题 ；二是狠抓新修订的 《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的学习贯彻 ，着
力解决村干部队伍纪律意识淡漠的问
题 ；三是全面实行村级财务 “双代管 ”
和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三 项 制
度 ”，着力解决村级财务管理混乱的问
题 ；四是加大村干部教育培训力度 ，着
力解决合村之后 ， 村干部之间貌合神
离 ，各打小算盘与民争利的问题 。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周红泉

名片
赵思杨，32岁， 长沙伢子。

15年前，他被父亲“丢”在西班
牙———陌生国家、陌生城市、陌
生语言，独立成长。不到3年，从
不敢跟人交流的温顺小猫 ，变
成管好一家中餐厅的 “超级海
绵”。从他身上，可以窥见80后
在国外奋斗的人生缩影。

� � � �故事
黑边眼镜，西装笔挺，举手

投足间， 难掩眉宇间的帅气和
年轻CEO的气场。

“我从心底感激我父亲，如
果不是他15年前的决定， 我不
可能从容地坐在你面前， 在人
民大会堂发出湘菜最强音。”赵
思杨动情地说。

他6岁时，身为湘菜一级厨
师的父亲只身到德国创业。他
和母亲留在长沙。 由于是家中
独子， 他从小被母亲当女儿一
样宠爱，性格慢慢变得自闭，害
怕与人交流。

17岁那年， 父亲将他们母
子接到身边，发现儿子问题后，
不顾母亲极力反对，将他“丢”
到西班牙一个相识的中餐厅。
让他离开父母保护，独立成长。

陌生环境激发他骨子里不

服输的天性。他决定改变，并为
自己制定详细计划。 他用微薄
薪水请了一个西班牙语言老
师，每天学习两小时西班牙语。
白天下班后陪餐厅年轻人打篮
球。 晚上下班后拉厨师一起吃
宵夜。

“大家都知道，在餐厅当服
务员， 一天下来很累。 但没办
法，为了改变，我必须比别人多
花一倍甚至两倍的时间。”这样
一年下来， 赵思杨学会餐饮行
业所有西班牙用语， 跟同事越
来越融洽。 以致餐厅大厨师对
他说，“你就像一块超级海绵，
不管多脏的东西， 不管什么颜
色的洗洁精放到里面， 散发出
来的永远是洁净的泡沫。”他用
心学习餐厅的经营之道， 赢得
老板的信任和赏识， 被提为餐
厅经理。那时，他才20岁。

4年后，父亲再次决定让他
独当一面。2007年底， 父子俩
用多年积蓄， 在西班牙巴塞罗
那开了一家独具湘菜特色的海
鲜自助餐厅， 由赵思杨独立经
营。

“从装修到菜品设计，哪怕
一颗螺丝钉， 都是我自己买
的。”他秉承父亲“创新”理念，
在餐厅推出一系列有特色的湘
菜和做法， 吸引了大量国外顾
客。

背后， 则是无数的艰辛与
汗水。为进到新鲜、便宜海鲜，
他必须在凌晨3时前赶到码头，
4时下订单，5时拿货，再送到餐
厅。早上7时30分回到家里，睡
不到3个小时， 餐厅就开门了。
一直忙到晚上12时才回家。

他的付出得到回报。仅8个
月，餐厅就收回全部成本。

现在的赵思杨， 在西班牙
巴塞罗那“泰丰饭店” 任总经
理。 他用自己独特方式了解欧
洲人的味蕾、习俗，让他们知道
中国有一个吃辣椒的地方叫

“湖南”。

杨亲福

作为一名乡村教师，作为一名湖南
日报老通讯员，几天前，我光荣走上了
娄底市教育局的领奖台，获得了全市教
育宣传“突出贡献奖”。多年来，我把新
闻写作当作心灵之窗，通过这扇“窗”，
释放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 ， 我爱
上了新闻写作 ， 将全部课余时间贡

献给了新闻写作 。我的家乡奉家镇 ，
拥有30万亩山地 ，处处山清水秀 ，步
移景换 ，生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我
便将发现推介家乡生态景观当成自
己的整个世界 。有好几年时间 ，我的
生日都是在深山中独自度过的 ，当
“拦山树 ”、 “三节洞瀑布群 ”、 “马脑
峡谷 ” 等一个个奇观被推进世人的
视野时 ，我感到欣慰 、满足和甜蜜 。

近几年来 ，奉家镇出了全国优秀

教师 ，省最美乡村教师 ，他们的第一
稿是我写的 。 我希望山区的孩子 ，多
读书 ，读好书 。我利用报道 ，通过 《湖
南日报 》 的影响力 ， 引来了长沙 、娄
底、香港的爱心人士资助了几十位贫
困学生 ， 新建了报木小学教学楼 。与
此同时 ， 我对每次我参加的助学活
动，都发出了新闻稿。

（作者系本报通讯员，新化县奉家
镇双林中学教师）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白培
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朱若葵 ）11月18
日， 郴州市苏仙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来到该区林业局征订党报党刊， 并同
步督促该局落实“新湖南”客户端的下
载推广。经10多分钟的操作培训，30多
名林业机关干部全部完成下载任务。

“新湖南”客户端作为省委在新媒
体时代的核心媒体。该区十分重视“新
湖南”等手机新闻客户端的推广，区委
书记彭生智多次在有关会上强调：“‘新
湖南’等手机新闻客户端是权威的政务

信息发布和在线办事服务平台，同党报
党刊一样，传播力影响力很大。我们做
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同时， 要做好
‘新湖南’等客户端的推广，以便让党的
声音更加便捷及时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进一步提高党报党刊在广大人民群众
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为此，11月6日，
苏仙区区委办、区政府办联合下发做好
“新湖南” 客户端全覆盖推广工作的通
知，加大新湖南客户端的免费订阅推广
力度；明确专人负责，充分利用会议、文
件、通知、短信平台、网站、宣传栏、官

微、微信群等方式，广泛发动全体机关、
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村（社区）组干部、
广大基层群众下载使用“新湖南”。

为畅通推广渠道， 该区宣传部的
干部指导区直部门、 乡镇干部代表下
载“新湖南”客户端。各乡镇街道则组
织干部上门服务， 宣传推广到各家各
户，确保“新湖南”客户端在区里的全
覆盖。区委宣传部还联合区委督查室、
区政府督查室开展专项督查， 并把督
查情况纳入今年全区党委宣传工作绩
效考核内容。

中国肢协
来湘公益助残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沙兆
华）今天，中国肢残人协会开展“你行、我
行、大家同行，帮你建个家……2015年走
进湖南”慈善公益活动。

活动上，中国肢协与湖南肢残人协会
联手为我省180位肢残人家庭捐赠价值
30万元的家用电器。 家住四方坪街道21
岁下肢残疾的黎紫萍是受助残疾人之一，
她一直跟着父母住在一起， 父亲退休，母
亲单位倒闭，家庭比较贫困，家中一台老
旧洗衣机快不能用了，这次能得到一台新
洗衣机，黎紫萍的母亲高兴地说：“感谢社
会，帮我们家解决实际困难。”

中国肢协副主席、 秘书长王建军表
示：这样的慈善公益活动为残疾人提供看
得见、摸得着的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生
活困难，也提高他们的家庭生活品质。

乘客出租车内晕倒
的哥路人齐相救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李璜婷）今天上午，来自湖北的杨
先生在长沙乘坐出租车时， 突然晕倒，全
身抽搐。的哥和路人及时将杨先生送往医
院救治，杨先生化险为夷。

19日7时10分左右， 湘AT3516驾驶
员蒋治勇在河西望月路接了一名男子。车
开了没多久， 坐在副驾驶的乘客突然晕
倒，身体倒向正在开车的蒋治勇。蒋师傅
马上把车停在了路边，发现该男子脸上直
冒汗，身体还在不停地抽搐，任凭蒋师傅
怎么喊都没办法清醒过来。

正在危急时刻，一位中年女子刚好经
过，见状后，马上对男子采取了掐人中等
急救措施，然而男子仍未清醒。于是，女子
也上了车，对蒋师傅说道：“师傅，快开车
去最近的湘雅附三医院！” 蒋师傅用最快
的速度赶到了湘雅附三医院急诊室，并和
中年女子一起，将该男子送医并通知了其
家属。中年女子在事后悄悄离开了。

由于送医及时， 此男子现已转危为
安。 记者从该男子妻子范女士口中得知：
发病乘客姓杨， 昨晚刚从湖北回老家长
沙，因为坐了一通宵火车很疲惫，又有重
感冒、发烧，才突然晕倒。

湖 南 日 报 11月 19日 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聂庆
抒 ）“曾队长， 告诉您一个好
消息， 我用打工赚来的钱在
社区开了家小商品批发部，
还找了个女朋友， 准备元旦
结婚 。”今天 ，娄底乐坪街道
杨某的一个电话， 让娄底市
强制隔离戒毒所三大队大队
长曾华中感到欣慰。

2008年， 杨某染上毒瘾，
2011年接受强制隔离戒毒，
2013年解除戒毒后，快30岁的
杨某连个家都没有。 曾华中了
解到其实际情况， 号召大队民
警为其捐款6306元，鼓励他参

加了厨艺培训班培训， 结业后
推荐他到一战友开的饭店做配
菜师。 杨某的表现得到了饭店
老板认可，工作稳定，收入提高
了，更可喜的是还谈上了对象，
杨某开始有了更高的人生追
求。

今年来，为帮助戒毒人员
回归社会后平稳过渡，娄底市
戒毒所按照“社会参与、人文
关怀、健康回归”的工作思路，
成立乐坪社区戒毒（康复）指
导站，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执行
率达83%以上，安置率73%，67
名戒毒人员悔过自新，积极融
入社会大家庭。

一村五村干，因贪“一锅端”
———石门县纪委查处一起村干部职务侵占窝案

17岁那年，
他被“丢”在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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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67位戒毒人员
融入社会

苏仙区：“新湖南”飞入千家万户

让心灵多一扇“窗”

11月19日 ，
工作人员在清理
湘江长沙段漂浮
的大量水草杂物
和垃圾。连日来，
我省南部出现连
续强降雨， 湘江
水位全面上涨 ，
洪水将大量杂物
带到下游， 给行
洪、 行船安全带
来影响。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清理湘江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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