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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送给女老师
3月8日，衡阳市高新区蒸水小学的男老师身着西装，手持鲜花，站在校门口，迎接女同事，为她们送上节日祝福。当天，衡阳市各中小学校组织男

教师开展“帮女同事上一堂课，为女同事送一束花”慰问活动。 彭斌 摄

向“不收手”亮剑
———长沙向违规收受红包礼金陋习宣战扫描

通讯员 甘艳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在一些饭局中， 常有主家为
每位客人递上一个信封（红包），
里面装着若干现金……这种场
景，如今在长沙正变得很难见到。

2015年以来，长沙三令五申，
重拳整治违规收受红包礼金问
题：一旦出现此类问题，一律给予
党内严重警告以上的党纪处分，
一律追究所在单位的主体责任和
纪委的监督责任。

“三个一律”“三个延伸”
向违规陋习说“不”

“2015年8月，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稽查支队执法人员陈某
到某康复医院进行日常检查，接
受该医院宴请， 并收受礼金600
元。陈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被调离执法岗位并退回收受的礼
金。同时，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稽查支队相关负责人被追究领导
责任，受到诫勉谈话处理。”这是
长沙市纪委近期通报的一起典型
案例。

2015年以来， 长沙驰而不息
推进作风建设，动真碰硬、一寸不
让，集中火力雷霆出击，着力整治
红包礼金、公款吃喝、公车私用、

赌博吸毒、乱发滥补、大操大办等
六大陋习，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逐
一击破，积小胜，为大胜。

尤其针对违规收受红包礼金
问题， 采用了“史上最严处理办
法”。该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凡是发现违
规收受红包礼金问题， 严格实行
‘三个一律’和‘三个延伸’，即对
违纪人员一律给予党内严重警告
以上的党纪处分， 一律追究所在
单位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
任，一律公开点名曝光;同时，延伸
追溯资金来源， 延伸追查送礼目
的，延伸追究监管责任。”

去年以来， 全市共查处违规
收受红包礼金礼品问题61个，处
分处理党员干部68人。

多部门联动暗访督查
避免“熟人效应”“说情陷阱”

2016年1月28日，长沙市联合
交叉暗访检查组来到河西开展暗
访， 在一家酒店发现市粮食局原
党委委员、副局长、市委巡察组原
组长胡某顶风违纪， 接受市粮食
局下属某改制企业董事长张某某
安排的请吃， 并答应帮助协调解
决其公司征收拆迁事宜。 在餐后
胡某上车的时候， 张某某把一个
装有2万元现金的信封送给胡某，
胡某收下并放到自己的手提包
中。

这一幕被暗访组当场“捕
获”。市纪委立即开展调查，最终，
胡某受到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今年1-3月，长沙市纪委在全
市开展违规公款吃请收送红包礼
金问题专项整治， 向在红包礼金
问题上仍然“不收手”者亮剑。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们明确规定了严禁以办公费、劳
务费、 工程项目费等名义套取资
金送红包‘信封’，严禁在举办和
参与各项活动中违规收送礼品礼
金， 严禁党员领导干部收送明显
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
消费卡等。”

在各级各部门自查自纠的基
础上，市纪委发挥“指挥中枢”的
作用，组织财政、工商、税务、审计
等单位联合开展明察暗访， 对各
级各单位开展财务监督检查、对
各大商场、超市、酒店等开取发票
进行抽查， 将整治公款赠送红包
礼金作为审计监督的重要内容。

此外，采用区县（市）交叉暗
访的“升级模式”，避免了暗访督
查中的“熟人效应”“说情陷阱”。
元旦、春节“两节”和人大、政协

“两会”期间，各级职能部门联动
发力，开展形式多样、多层次的作
风建设监督检查。

2016年元旦春节期间， 全市
各级共出动检查组663个，查处违
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9起，处分党

员干部10人。

“四风”举报一键通
让“破纪”者无处遁形

随手一拍就可举报身边的
“四风”问题。今年2月1日，“廉洁
长沙”微信公众号正式运行，推出

“四风”举报一键通，为广大网友
提供了便捷的监督举报途径。

只要发现党员干部存在违规
收送礼品礼金、 违规公款吃喝等
12类作风问题， 网友拿出手机随
手拍摄照片，上传至“廉洁长沙”
微信公众号“‘四风’举报”栏目即
可。 市纪委将对收到的举报进行
认真甄别和调查核实， 网友上传
的资料成为查处红包礼金问题的
有力证据。

自“四风”举报一键通开通以
来， 共收到业务内相关举报6起，
查实处理2起。

此外， 长沙市纪委还在长沙
廉政网开设纠正“四风”监督举报
直通车；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力量，
在全市公开聘请50名党风政风监
督员；借助媒体“广角镜”的监督
作用，发现问题线索，及时跟进查
办。

种种举措， 让违规收送红包
礼金的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去年
以来， 该市领导干部主动向廉政
账户上缴无法拒收的红包礼金
670多万元。

三湘风纪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3月6日上午11时许，武汉东湖听涛
景区荷风桥附近，一辆载有9人的观光车
意外滑进湖中，3人紧急跳车，6名乘客落
水。 车上乘客之一的株洲冶炼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职工谭际新， 在紧急关头勇救
落水乘客。

谭际新介绍，由于荷风桥桥面狭窄，
相对行驶的两辆观光电瓶车无法同时过
桥，其中一辆便停下靠到路边。可没等另
一辆车过来， 停下的这辆观光车便开始
往后溜。因为湖堤没有栏杆，观光车溜进
了湖中。

观光车上当时连女驾驶员一起9人，
包括谭际新在内的3人迅速跳车， 其余6
人随车掉进湖中。

其中，就有谭际新年迈的母亲。

出事后，谭际新马上跳进湖里抓住
母亲，试图将她托到岸上。但因为水面
距岸上还有一两米高， 他一人无法完
成。谭际新的妹妹以及附近赶过来的热
心市民， 一起将谭际新的母亲拉上了
岸。

然而，谭际新并没有马上上岸，而是
继续往湖里游去， 抓住两名正在扑腾的
中年男女，将他们带到了岸边。同时，附
近的3名船夫将船开过来， 将另3名落水
者救上了船。

谭际新说，当时，他和妹妹分别坐在
观光车的二、三排左侧。发现车往右倾斜
快坠湖时，兄妹俩赶紧跳车。妹妹还顺便
将女司机拉了下来。

记者3月8日从株冶集团了解到，谭
际新今年52岁， 是该公司市场营销部铸
造锌事业部执行经理。

观光车上6人掉落湖中———
株冶职工谭际新武汉东湖救人

�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通讯员 强天林
兰济民 记者 周小雷）3月6日，国防科大
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学员五旅的学员
们走进驻地的社区街道， 与洪山街道办
事处和长沙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展“雷锋
精神薪火相传、军民共创文明社区”主题
团日活动。

在洪山街道社区，来自该旅的120多
名学员走进大街小巷，和社区居民、长沙
大学的学生们一起进行卫生清扫， 共同
维护社区的良好环境； 根据社区居民实
际需要，学员们量身定做了便民服务“爱
心订单”：义务理发、血压测量、维修家电、
修理自行车、为老人修剪指甲，一件件暖

心的事让居民们深受感动；在活动中，学
员们还为居民解读征兵政策、 发放征兵
宣传手册，广泛开展征兵宣传活动；结合
征兵宣传，学员们通过共唱《强军战歌》、
讲述军旅故事、军体拳表演等文艺节目，
向广大居民展现军人的良好精神风貌，
传递军营正能量；在街道办事处，学员们
设立的法律咨询处格外引人注目， 不少
居民前来寻求法律咨询和政策解读。前
来咨询的居民一茬又一茬， 学员左聪应
接不暇，整整一个上午没有休息，连嗓子
都已经沙哑，活动结束后，他高兴地说，
虽然很累， 但是能够为大家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自己感到很开心、很满足。

不仅修理电器 还向百姓普法
国防科大学员走进社区学雷锋

�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廖佚) 3月8日， 湖南商务职院开展了
一场爱心捐赠。师生们越聚越多，有退休
老师从家中赶来， 也有正在外顶岗实习
的同学请假来到了现场。 大家有一个共
同的心愿，帮助杨燕玲与病魔抗争。

杨燕玲是该校会计系大一学生，是
广西平南县人， 寒假期间在家不慎重度
煤气中毒，导致中毒性脑病、呼吸衰竭、
肺部感染， 已在当地医院重症科监护病

房（ICU） 治疗了一个多月，至今仍处于
昏迷状态，已花费14万多元治疗费。杨燕
玲父母在家务农，家境贫困，这笔高昂的
治疗费已让她家债台高筑。

湖南商务职院得知情况后， 向全体
师生发起“你我奉献一份爱心，挽救年轻
生命”的爱心倡议，通过现场集中募捐、
微信平台募集、 个人自主捐赠等方式筹
集爱心款。目前，已募得善款8万余元，将
汇往杨燕玲家中以解燃眉之急。

爱心捐赠救助昏迷学生

通讯员 刘强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3月6日17时29分，桂东县消防中队接
到报警： 桂东县东络乡五里坳水库一名男
子跌落水库坝下，不见踪影，情况危急。接
警后， 桂东中队立即出动1车6人赶赴现场
紧急救援。

五里坳水库是桂东县最大的水库，
水坝下方四周环山，距离县城约60公里，
大约需要4个小时。

由于距离较远，且道路崎岖，多为盘
山公路，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已是22时
许。根据知情人介绍，这名男子于上午8
时20分进入水库， 之后就与外界失去联
系。当地政府进行了多次搜索，但始终没
有找到。 现场唯一的线索是该名男子随
身携带的手机可以拨通， 铃声在主坝坝
底的山谷间回荡， 具体位置一时难以确
定。

22时20分，经过反复斟酌，中队指挥
员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搜索救援方案：将

现场搜救区域划分为3块， 分别是河床、
坝底平台、主坝左侧山坡，根据手机铃声
方位展开地毯式分块寻找解救被困人
员。 救援组携带必要的补给食物、 对讲
机、安全绳等救助工具，由当地的水库工
作人员带路， 从主坝右侧斜坡利用缓降
器和绳索进入搜索区域，按照先河床、后
主坝左侧山坡、 再坝底平台的顺序实施
救援， 救援人员每搜索一片区域就让工
作人员拨打被困人员手机， 通过铃声判
断具体位置。

由于事发地点位于山顶，气温下降
迅速，现场照明设施匮乏，搜救工作十
分困难和缓慢。次日凌晨2时左右，在排
除了另外两个区域后，救援人员通过手
机铃声最终确定了被困人员在坝底平
台附近，救援范围一步步缩小。经过近4
个小时艰苦卓绝的搜索，该名被困人员
被成功救出。短暂的休整后，中队官兵
将器材装备收整完毕，撤离现场，于次
日7时10分许归队。

鏖战14小时
———桂东消防成功营救被困水库坝底男子

�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段云行）今天，已逝世4年的双峰
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吴长江的
故事，再一次感动了来自娄底全
市的300多名新闻工作者。 我省
“好记者讲好故事” 巡回演讲团
成员王威群讲述的他与师傅吴
长江的采访故事，深深打动了现
场许多人的心。

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
者协会、省新闻道德委员会举办
的我省“好记者讲好故事”巡回
演讲报告会春节后继续举行，首
站选定娄底。 8名湖南省第二届
“好记者讲好故事” 比赛获奖者
向娄底各界新闻工作者分享了
他们精彩而感人的采访故事，赢
得了大家的称赞和共鸣。

�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通讯员 王
娜 瞿媛媛 记者 杨军 ）近日，益阳
市纪委组织拍摄的《胡林翼:忧国如
家为己任，不取一钱以自肥》廉政教
育专题片， 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中国传统中的家规》 栏目播出，广
受好评。

胡林翼是益阳市赫山区泉交河
人，晚清中兴名臣之一，历任四川按

察使、湖北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湖
北巡抚等。他为官清廉，不仅“誓不
取官中一钱自肥”，而且屡捐家资财
物，以助军饷。还兴办书院，造福桑
梓。“欲正人心，引为己任”，是胡林
翼一生的座右铭。该专题片分“家风
重学·族显乡里”、“父子翰林·儒传
经世”、“立民物命·许国如家”、“造
福桑梓·教化乡民”4个部分。

“好记者”
娄底讲述“好故事”

胡林翼廉政教育专题片
在中纪委网站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