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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张国科 田祥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
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
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 那默默奉
献的就是我……”一首《祖国不会
忘记》唱出了军人的奉献与忠诚。

6月14日至15日， 湘潭市遭
受特大暴雨袭击， 涓水湘潭县段
水位全线上涨5.38米， 超安全水
位1.94米，部分房屋被淹、群众被
困， 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
重威胁。

灾情就是命令。 湘潭军分区
紧急启动预案，第一时间请战。在
抗洪抢险的橄榄绿大军中， 有一
个特殊的群体， 虽然即将脱下军
装， 但他们依然以昂扬的精神状
态奋战在第一线， 以实际行动为
部队站好“最后一班岗”。

“我是一名军人、一名
党员，必须站在第一线”

“丁零零……”15日上午7时
许， 设在湘潭县排头乡的抗洪抢
险指挥部里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
电话铃声。“湘潭县花石镇发生山
体滑坡， 造成4栋房屋被冲垮，3
人失踪，请求立即支援。”只见一
位大校军官接到险情报告后，立
即做出救援部署。很难想象，这位
大校已将近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但仍然精神抖擞， 看不出一丝疲
态。他，就是湘潭市委常委、湘潭
军分区政委孔雪兴。

孔雪兴1980年入伍，历任排
长、连指导员、旅政委等职，参加
过对越自卫反击战。 今年响应国
家号召，主动提出自主择业，但接
到省军区的命令和市防指的通报
后，这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
员没有丝毫犹豫， 带着地图就往
灾区赶。

为确保及时掌握汛情， 加强
调度， 孔雪兴毅然将抗洪抢险指
挥部前移， 设在离险情最近的湘
潭县排头乡。“我是一名军人、一
名党员， 在人民群众需要我的时
候，我必须站在第一线。”当身边
的工作人员劝他不要这么拼命
时，孔雪兴义正言辞地这样回拒。

暴雨如注， 一波又一波的恶
浪挟着狂风冲刷着涓水堤坝，也
冲刷着孔雪兴的心。

15日18时，湘潭县涓水河流
域全线漫堤，青山桥、花石、排头、
锦石等乡镇近5000村民被洪水
围困，情况十分危急。接到市防汛
指挥部通知后， 军分区立即启动
Ⅱ级应急预案， 孔雪兴命令民兵
应急分队及预备役师步兵第一团
近300人、 轻舟28艘赶赴各乡镇
组织救灾。 同时自己也坚持靠前
指挥，现场指挥救灾行动。

“乡亲们的生命财产高于一
切， 搜救工作一定要细致……”

“夜晚视线不好，官兵要确保自身
安全……”

指挥所里， 灯火通明。 直到
16日凌晨3时，受困的19000多名
群众绝大部分已安全转移， 孔雪
兴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即使脱下军装 ，仍然
要当一名好党员”

在救援现场，有一个镜头特别引
人注目：一位魁梧的上校军官在齐膝
的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前行，边
走边用对讲机指挥舟上的官兵开展
搜救。他就是湘潭县人武部政委张性
宇，由于年龄偏大，今年他被确定为
转业对象。灾情发生后，张性宇毅然
决定赶往抗洪一线，而这时，他右脚
脚踝骨折尚未痊愈。

家人和同事都劝他，有的甚至很
不理解：“都是要脱军装的人了，还去
图那表现干吗？”

对此， 张性宇坚定地说：“只要我
一天还穿着这身军装， 我就是军队的
人，就没有当逃兵的理由。”

一同组织救援的湘潭县县长傅
国平感慨地对现场的官兵和群众说：

“性宇同志在湘潭县人武部任职这几
年来，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任务
中，即使深更半夜，只要一个电话，他
也会第一时间赶到， 真是舍不得他
走！”

“把单位的事看得重一些，把个
人的事看得轻一些。” 这是张性宇常
挂在嘴边的话。他的家属因长期患病
不能工作，一个人在广州生活，而他
在湘潭一干就是10多年。这些个人的
困难，他从不向组织开口。

利用休息的间隙，记者和张性宇
坐在岸边拉起家常，当我们表示对一
个待转业干部工作激情还如此高表
示不解时，他满含深情地说：“是党和
军队培养了我，即使脱下军装，我仍
然要当一名好党员！”

“我只是做了一名党员
和待转业军人应该做的事”

16日凌晨1时30分许， 在湘潭
县受灾最为严重的锦石乡，还有上
千名群众没有安全转移，而此时大
部分官兵已筋疲力尽。这时，只听
见人群中有人大喊一声：“是党员
的留下跟我上 !”随后，第一个跳上
冲锋舟，20多名党员随后加入了他
的队伍，6艘冲锋舟又一次消失在
夜幕中。

这个人是湘潭市岳塘区人武部
部长周文兵，而他，同样是一名待转
业干部。旁边官兵半开玩笑地说：“别
看周部长个子不高， 但工作雷厉风
行，标准很高。”

“岳塘区地势较高，受灾的可能
性相对较小，但我们要做好支援友邻
区县的准备。”在人武部党委会上，周
文兵掷地有声。

15日10时26分， 岳塘区人武部
接到命令， 要求速调6艘冲锋舟支援
湘潭县锦石乡。

周文兵在半小时内调集民兵轻
舟分队向灾区挺进，当他得知村民杨
老汉和老伴住在土坯房中，担心房屋
泡水倒塌，亲自驾舟第一时间将老两
口转移出来。 而接出来不到半小时，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整个房子坍塌下
来。事后，两位老人热泪盈眶，握着周
文兵的手说：“解放军是我们的恩人
呐！”

周文兵淡淡地说：“我只是做了
一名党员和待转业军人应该做的
事。”

通讯员 邹太平 龙源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被群众惦记，是一件幸福的事。”6月
13日， 在湖南省委第二轮巡视培训班上，
省委巡视第八组组长郭树人结合首轮巡
视整治工作做专题报告时有感而发，“从
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整改起，切实整治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微腐败，管好基层干部
手中权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基层干部作
风的变化。”

今年3月， 湖南启动本年度第一轮巡
视， 省委巡视第八组先后进驻永州新田
县、蓝山县和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县。这
四个县，也是“全覆盖”中的最后一批县。
记者记录下了其中的一些细节。

让群众的获得感实打实
2013年， 新田县十字镇欧家山村

支书周良忠送现金、香烟给投票人，当
选支书后又巧立复印、笔墨费等名目，
以20元/人的标准向45名新增低保户
摊派。

经巡视组交办，今年3月，周良忠被
镇纪委撤销党内职务。“小案都如此重
视，‘违纪必究’不是空话！”巡视组拍案
而起、群众拍手称快。

“请你把县里低保人员名单调出
来。”3月中旬，蓝山县民政局，巡视组突
访，让一些干部措手不及。

很快，该局19名民政干部的26名亲
属“靠山吃山”违规吃低保的问题浮出水
面， 其中还包括副局长黄绍武和纪检组
长盘进才。经巡视交办，有关违纪人员被
追责、低保款被追缴。紧接着，江华瑶族
自治县民政局干部亲属违规吃低保的问
题也被巡视交办查处。

巡视组将重点放在惩治“雁过拔毛”
式腐败上， 同时对虚报冒领扶贫资金的

行为重点关注、迅速交办。
江永县扶贫办扶贫资金通过先拨

后返的方式， 将本已拨付给5个村的
51.3万元返回挪用，查！江华瑶族自治
县桥市乡17个村的51名村干部每人冒
领200元专项资金共计10200元，查！

在“全面体检”中，四个县针对扶
贫专项资金虚报冒领、侵占私分、截留
挪用、挥霍浪费等开展排查，全面覆盖
四县53个乡镇的全部339个贫困村和
331个非贫困村 ， 共检查扶贫项目
3562个， 检查资金总额5.55亿元，发
现违纪违规问题637个，涉及问题资
金2032.69万元。 交办查处问题182
个，立案57件。

一桩一件，直击民生；一言一行、
热乎民心。经巡视交办，蓝山县公路养
护工人享受到了正常的养老保险待
遇。巡视没结束，养护工人写给县委的
感谢信就到了。

唤醒党章党规党纪意识
从2011年4月起，新田县畜牧水产

局副局长王兴斌妻子被该局聘为临时
工，应按政策清退却未退，其妻利用丈
夫的职务影响， 经常向当地养殖大户
推销饲料。

省委巡视组进驻后， 要求各县结
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组织党员干
部学《党章》、学《准则》、学《条例》，唤
醒党章党规党纪意识， 对照做合格党
员的要求，自查申报自己存在的问题。

通过几天的思想斗争， 王兴斌主
动向组织承认问题。 鉴于王兴斌仍属
主动申报，后经县纪委研究决定，给予
其诫勉谈话处理， 其妻被畜牧水产局
辞退并退出经营活动。

“主动自查申报，这其实是在保护
我们干部，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许多

干部说了“心里话”。
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副局长

盘向云、徐安文等6名科级干部，利用
职权入股民办幼儿园获利，其中副主
任科员卢声强和匡文萍分别入股了8
家和9家幼儿园； 蓝山县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钟芝莉入股驾校、幼儿园和房
地产公司，蓝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扬新以本人和妻子名义入股几家
企业，均进行了自查自纠。有些比较

“顽固”不自查自纠的党员领导干部，
受到了组织的严肃查处。

据统计，截至5月10日，四县乡科
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自查申报入股经
商办企业共224人，涉及金额4824.49
万元， 已整改到位145人， 整改金额
3219.39万元。

巡视组刚进驻江华瑶族自治县，
该县财政就收到了44.49万元的高额
退款。 这笔钱来自27名县级领导。该
县近几年有386个重点工程项目。一
些县级领导在项目指挥部兼职取酬，
违规领了各种津补贴。 巡视组进驻
后，该县县级领导带头清退，最多的
退交了6万元。县级领导带头，全县各
类专项整治迅速铺开。

经四个县的全面摸底，共有2535
人次（县处级干部186人， 科级干部
738人）在重点项目指挥部兼职，领取
各类补贴和奖金2151.09万元， 按有
关规定进行了清退。巡视期间，第八
组向四个县纪委移交问题线索、违规
违纪有关问题交办件、 信访件共670
件，向永州市纪委移交市管干部问题
线索33件。

纠“四风”“筑牢防线”
4月28日，根据群众反映，巡视组

组织力量对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

政府下属城东建设有限公司财务情
况突击检查， 发现该公司一方面高
息举债， 一方面向一些单位违规支
付工作经费赞助费、 违规购买高档
烟酒， 其中单价900元以上酒达80
瓶。

5月9日，巡视组交办，江华瑶
族自治县县委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的沱江镇党委书记先行免职， 县纪
委立案调查。

在督促整改的同时， 巡视组不
断加强督促筑牢“防线”。县委根据
省委巡视组有关要求， 以紧急通知
的形式下发规范全县党和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饮酒等行为的“六个严
禁”。

针对四个县存在的公务接待超
标问题全面清理， 对违规列支购买
土特产、烟酒、礼品和超标准接待等
问题， 按照相关规定全部由个人清
退， 超过标准接待的费用由个人承
担，清退上交财政。

针对县直部门和乡镇落实“两
个责任”压力层层递减、“上热下冷”
现象， 四县共对114名乡镇和县直
单位领导干部进行责任追究， 并对
部分纪检监察部门聚焦主业不够、
监督责任落实不力的问题进行了督
促整改。

为起到教育、震慑、遏制和治本
的效果，各县还以典型案例开展警示
教育，先后发出各类通报40余期，通
报的各类典型案件超过200件。

这种边巡视、边交办、边督促教
育的方式，推动了“即知即改、边巡
边改” 的落地生根， 提升了综合效
果。 江华瑶族自治县不少干部告诉
记者：“我们的思想从根子上有了触
动，廉洁从政的意识进一步树牢。”

�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于振
宇 通讯员 曾妍)今天下午，湖南高院
向新闻媒体通报了《湖南省法院司法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
近日由湖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审议通过。

方案确立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的总体目标是紧紧围绕加快建设公正

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积极
稳妥推进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
度、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
业保障制度、 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人
财物统一管理体制四项改革试点工
作，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
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做法， 实现我省审判体系和
审判能力现代化。

方案要求建立以法官为核心的人
员分类管理制度， 实行专业职务序列
分类和员额制管理， 将法院工作人员
划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
人员三类，促进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
化、职业化建设。

方案明确了健全法院工作人员依
法履职保障机制。人民法院依照宪法和
法律规定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法官依

法履职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的干涉。同时，建立法官、审判辅助
人员人身安全和名誉保护制度。

方案要求完善司法责任制，优化审
判资源配置，明确审判组织权限，建立
健全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权力运行机
制，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
责”。包括完善法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和
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建立与法官司法
责任、职业保障相配套的惩戒制度和加
强对司法权力的制约监督等。

方案确定了在郴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及苏仙区人民法院， 长沙市宁乡县
人民法院、邵阳市武冈市人民法院、自
治州泸溪县人民法院开展先行试点。

“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
———湘潭军分区待转业干部洪峰浪尖中
站好“最后一班岗”

“被群众惦记，是一件幸福的事”
———省委巡视第八组巡视永州四县工作侧记

实现我省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湖南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出台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通讯员 熊
湘平 康良田 记者 周小雷）今天早上
5时30分，经过武警株洲支队100余名
官兵连续12小时的作战， 株洲云龙示
范区响塘水库4处管涌群得到控制，水
库堤坝得到加固， 下流数千名群众生
命财产得到保全。

6月15日，株洲降下暴雨，日降雨
量达214毫米，株洲云龙示范区响塘水

库水位急剧上涨，不仅洪水多处漫堤，
而且堤坝发现多处管涌， 形势十分危
急。

灾情就是命令，16时， 武警株洲支
队100余名官兵受命火速赶往受灾现场
进行救援，转移群众。

官兵们采取摩托化结合徒步奔袭
的行军方式，17时30分登上岌岌可危
的堤顶，经过现场勘察发现，连续暴雨

引发山洪，水库水位不断攀升，管涌还
在蔓延扩大，如不及时堵住管涌，加固
大坝，开口泄洪，大坝随时可能垮塌，
下游数千群众生命财产危在旦夕。

带队抢险的支队长张忠果断向应
急指挥部建议“迅速疏散下流群众，打
通救援通道，打开缺口泄洪，封堵管涌
固堤”的处置方案。得到采纳后，参战
官兵立马分为3个战斗小组，大家冒着

大雨， 在泥泞和洪水中组成两条沙包
“人力传送带”， 用手抬、肩扛，在漫堤
的洪水中组成“人堤”，传递沙包加固
堤坝， 在倾泻而下的泄洪水流中涉险
围堰，封堵管涌。抢险中，所有党员干
部自觉战斗在最危险的点位， 有条不
紊地指挥战斗，争分夺秒地搬运沙石，
不少官兵划伤了手、扎破了脚，没有一
个人叫苦叫累，停下来歇一歇。经过连
续12个小时的紧张战斗，至今天早上5
时30分，4处较大管涌被成功封堵， 5
处险情被及时排除， 1000余名群众
顺利转移疏散。

鏖战12小时，在洪水中组成“人堤”

株洲武警成功封堵响塘水库管涌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