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娃娃“指挥”
交通安全

4月28日，长沙育
华小学，学生在学习交
警指挥手势。 当天，由
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
街道文艺新村社区承
办的“交通安全需反思
文明出行齐步走”全国
交通安全反思日宣传
活动在该校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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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 � � � 名片
彭月丹，生于1994年，湖南科技大学2012级

法学专业学生，获评为2015年“中国大学生自强
之星标兵”。她运用所学知识，无偿为求助者挽回
经济损失近100万元。她创办湖南省首家高校社
区法治服务协会，投身公益法律援助。

� � � � 故事
“我就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人。”4月10日，

彭月丹对记者说。
彭月丹从小就爱看《美少女战士》《齐天大

圣》《名侦探柯南》等漫画，爱极了“惩恶扬善，匡
扶正义”的人物。

读小学5年级时，她跟同学一起出门，看见一
个男人正在暴打一个女人。男人挥舞着板凳要砸
向女人，彭月丹挺身而出，用弱小的身体将那个
女人挡在身后。 看到小女孩稚嫩而坚毅的眼神，
这个男人愣住了，放下了手中的板凳。彭月丹第
一次体会到了“助人为乐”。

高考时， 彭月丹填报的所有专业都是法学。
“只有最强大的法律武器， 才能让我去帮助更多
的人。”最终，她如愿以偿，被湖南科技大学法学
专业录取。

大二时， 彭月丹参加了湖南百里毅行活动。

回程途中，公交车司机私自改变路线，抬高票价，
中途甩客。当时，车上有20余位大学生。彭月丹
站了出来，要替大家争取合法权益。

她带领其他大学生，向媒体和相关部门反映
情况。对方聘请的法律顾问一再地阻挠她，警告
她不要多管闲事，甚至说请了几个大个子要和她
“谈谈”。

“哪里可能不害怕？但我越是这样，越要坚
持。”彭月丹巧妙地和对方的法律顾问周旋。当这
位顾问提出补偿她一笔钱， 让她不要再“出头”
了，彭月丹严词拒绝了。

最终，彭月丹维权成功，还“降伏”了这位顾
问，彼此成了朋友。

此事后，彭月丹名声大振，不少同学找上门来。
他们有的被无良驾校蒙骗， 有的跟快递发生纠纷，
还有的勤工俭学被克扣。有些群众，也慕名而来。

湘潭九华经济技术开发区里的一个理发店
老板王莲莲，找到了彭月丹。她是山东人。理发店
开张不久就惹上了合同纠纷，赔进去上万元。“她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能帮，我就帮。”彭月丹回
忆说。当时，彭月丹与当地公安局、九华物管、相
关当事人进行了多次协商和谈判。从不配合到赔
偿，彭月丹费了好大的劲。王莲莲获赔12800元，
彭月丹却未取一分钱报酬。

这些年来，彭月丹帮助李先生处理借款纠
纷挽回60万元损失， 帮助宁某挽回快递纠纷
1.5万元损失， 帮助周氏姐妹挽回5000元劳务
费损失……20多起纠纷， 为求助者挽回损失近
100万元。全国审判专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新闻发言人评价她：“彭月丹的内心深处，蕴藏着
一股汹涌澎湃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驱使她勇
敢地义务提供法律援助。”

2015年，彭月丹创建了社区法治服务协会，
吸引更多的同学加入公益法援工作。目前，该协
会已发展到90多个人，还配备了3名专业老师指
导工作。

“正义、勇敢、善良，这是正能量。我希望更多
的年轻人勇于担当。”彭月丹说。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

4月28日， 省纪委通过三湘风纪网发
布消息， 对近期查处的6起违规收受礼品
礼金问题进行了通报。

湘南学院原党委书记肖地楚违规收
受礼品礼金问题。肖地楚在担任郴州市苏
仙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湘南学院
党委副书记、书记期间，违规收受他人所
送礼品、礼金共计83.34万元。还存在其他
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
生活纪律等问题。 肖地楚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
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永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廖秋文违规用
公款送礼问题。2013年1月至6月， 廖秋文
在担任省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建设指挥
部副指挥长（兼职）期间，同意涔天河工程
公司花费38.31万元公款购买购物卡、烟
酒、土特产送礼，以“会议费”名义进行报
销。还存在违规购买使用超标车以及严重
违反组织纪律、生活纪律等问题。廖秋文
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按主任科

员重新确定职级。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副院级督导员杨

中和违规收受礼金问题。杨中和在担任湖
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期间，违反廉
洁纪律，违规收受该学校工程承建公司所
送礼品、礼金共计7.7万元，并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鉴于其具有事后
主动退还、上交违纪款物，积极配合组织
调查， 认错态度好等从轻处理的情节，杨
中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岳阳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湘龙
违规收受礼金问题。刘湘龙在担任岳阳市水
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期间，违反廉洁纪律，
借年节、乔迁、检查工作等之机，违规收受下
属单位所送礼金共计6.4万元。还存在为父亲
违规办理建房审批手续说情打招呼等问题。
刘湘龙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长沙市望城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正科级）佘君武违规收受
“回扣”问题。2012年至2013年，佘君武为
望城区桥驿镇龙塘村向上级争取新农村
建设、水利建设、农村基础建设资金共计7
万元，资金到位后，佘君武先后两次收受

现金“回扣”共计3万元。佘君武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湘潭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岳塘分
局高新监管所原负责人廖周军、工作人员
刘金森违规收受和索要礼品问题。2015年
7月，廖周军、刘金森在执法过程中每人违
规收受硬盒蓝芙蓉王香烟一条、金骏眉红
茶一包，每人所收礼品价值920元。此外，
刘金森索要实木四方小茶几一张， 价值
500元。廖周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被免
去高新监管所负责人职务；刘金森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通报强调，在礼品礼金面前，只有纪
律的标尺，没有推不掉的人情。五一节临
近，全省党员干部要以此为戒，严格遵守
党的纪律和规矩， 坚决抵制不正之风。各
级党组织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坚持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加强
教育引导，早扯袖子早提醒，以“零容忍”
态度纠正“四风”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深入开展“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
工作，严肃查处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顶风
违纪行为，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典型问题。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姚家琦 李奇)4月28日，湖南省儿童医
院传来好消息，全国首例人感染H5N6禽流
感重症患儿晓儿(化名)连续两次深部痰液病
毒核酸检查阴性，已解除医学隔离。

11岁的晓儿来自株洲，4月11日起自
觉不适， 于13日转到湖南省儿童医院，被
确诊为人感染H5N6禽流感病例。

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二科主任卢秀

兰介绍，经过积极有效治疗，晓儿已连续
两次深部痰液病毒核酸检查阴性，这意味
着符合解除呼吸道隔离的要求。经省疾控
中心同意，医院决定4月28日8时起，正式
取消对晓儿的二级防护， 解除医学隔离，
改为普通危重患儿医疗管理。由于晓儿的
肺部遭受重创， 还需要较长时间康复，为
防止继发感染， 会对晓儿进行保护性隔
离。孩子仍然会住在隔离间，只是工作人

员不需要再穿着防护服进入。
“晓儿的经皮血氧饱和度近几日一直

维持在94%左右，而同时无创呼吸机的参数
是在下降的，表明肺部状况在好转。”卢秀
兰说， 晓儿的饮食从半流质恢复到了普通
饮食，已尝试将无创呼吸机撤下，改成鼻导
管给氧。下一阶段的治疗重点，是积极预防
继发感染， 减少孩子肺部纤维化等后遗症
的发生，预计治疗周期还需2周左右。

省纪委通报6起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强调在礼品礼金面前———

只有纪律标尺
没有庸俗人情

湖南H5N6禽流感患儿解除隔离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潘芳)阳光灿烂，花开漫山。4月28日，以“海峡两
岸情，和美一家亲”为主题的第十届湖南阳明山"
和"文化节暨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发展座谈会，在
阳明山小黄江源开幕。同时还举办了海峡两岸交
流基地印章首发仪式。

国台办、省台办、国内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有
关部门负责人，台湾阳明山国家公园、台湾公园
学会的嘉宾、台湾投资商等200多人，与永州市、
双牌县领导及永州阳明山公园负责人汇聚一堂。
大家就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发展、加深两岸同胞血
缘亲情、加强海峡两岸文化、旅游、经贸等领域的
交流合作等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永州阳明山因其“古、奇、灵、秀”的独特景致，
悠久的“和”文化传统及深厚的佛教渊源，先后被评
为“新潇湘八景”、首个“绿色中国环境文化示范基
地”和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4
年入选全国首批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世界各地名人
雅士和社会贤达先后为阳明山题写“和”字近万个，
增添了该山“和”之气韵。特别是阳明山上的10万亩
高山杜鹃姹紫嫣红，堪称人间奇迹。近年来,湖南阳
明山与台湾阳明山两岸交流日益频繁，"和"文化节
已成为两岸文化旅游交流的重要平台和纽带。

从今天起，包括“和美阳明,自信双牌”祈福之
旅自驾车活动、两岸作家写阳明、阳明山山地自
行车挑战赛等活动将陆续在这里举办。

海峡两岸情 和美一家亲
阳明山“和”文化节唱响和谐旋律

彭月丹 图/张杨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侯小芳）4月26日，冒着倾盆大雨，
永兴县便江镇塘田村新湾组40余名青壮
年，来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准备为患
白血病的村民李军捐骨髓。“李军得了白
血病， 我们想来看看他， 看能不能帮上
忙。”一位村民说。

去年9月24日，李军在广东一个工地打
工时，不慎从高处坠落，摔断了手，回家休
养。今年3月，他出现疑似感冒症状。后来，
又出现流鼻血、腿痛等症状。今年4月到医
院检查，诊断为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李军患病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村
民都很担忧，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李军刚

成年就外出打工，赚钱供弟妹读书，还补
贴家用，是个很不错的人。”村民李文才将
自己仅有的5000元借给了李军的父亲李
万根。李海文、李检平等热心村民也筹了1
万多元，借给李万根。得知亲属骨髓配型
也有可能失败，村民们自告奋勇，赶到医
院为李军捐献骨髓。

90后“侠女”
正义感“爆棚”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陈昂）这是净化
心灵的洗礼！这是催人奋进的力量！25日至28日，
左亭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走进娄底、怀化、湘西，
连续多场先进事迹报告会，数以千计的听众凝神
聆听，潸然泪下，无数次掌声热烈响起。

左亭同志是省发改委原党组成员、 副主任、
省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主任，被誉为“奔驰的火
车头”。2015年11月17日，他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
血病逝，年仅51岁。

25日，报告团首站来到娄底。这是左亭在沪
昆高铁建设期间来得最多的地方。娄底市发改委
人事科科长肖志鸿听完报告会后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他说：“我对左亭说的‘吃一碗辣椒炒肉也
是幸福’这句话印象深刻，说明左亭是一个对生
活要求不高，但对工作要求却很高的人。”肖志鸿
表示，他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以左亭为榜样，把对

党员的要求贯穿在工作生活中，努力践行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

怀化是左亭的第二故乡，他在这里度过了童
年。怀化市商业企业改制服务办公室副调研员梁
晋芳边听报告，边抹眼泪。她说：“我想，左亭就是
毛主席笔下‘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可
以让这种‘纯粹’去影响这个社会，更好地为人民
去做一些事情。”

28日，报告团来到湘西。在左亭的努力下，张吉
怀高铁有望年内开工建设，湘西人民翘首以盼的高
铁终于要来了。听完报告会，湘西自治州科协主席
罗序英的脸上依稀可见泪痕。她说，左亭是个心系
百姓的好干部，他的“火车头”精神对现阶段经济还
处于落后的湘西意义重大，“我们更需要这样的好
干部，以身作则带动大家奋力前行。”

“奔驰的火车头”永不停歇
左亭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走进娄底怀化自治州

一村民患白血病 40余乡邻争捐骨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