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黄华）“要不是纪委的
及时提醒， 我就会辜负党和组织对
我的期望， 失去在单位和群众中的
威信。”今天，说起近日区纪委对自
己进行的诫勉谈话，身为某局“一把
手”的曾某感叹，要切实担负起单位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这是今年
来，株洲市天元区利用述责述廉、廉
政提醒谈话、民主评议、工作约谈和

函询等手段， 进一步正“歪树”、治
“病树”、拔“烂树”、护“森林”的一个
缩影。

今年以来， 天元区纪委积极运
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在
“第一种形态”上下真功夫，把“招
呼”打在“板子”前。对信访、巡查、审
计、执纪审查中发现的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 以及没有进入执纪审查程
序的轻微问题， 都纳入到谈话函询

的提醒范围，及时开展批评教育，让
“问题干部”悬崖勒马。为将主体责
任落实到细节， 该区还给区一级和
乡镇的党政领导干部每人发放《谈
话记录本》，要求对领导干部例行廉
政谈话、任前廉政谈话、提醒谈话情
况建立台账，实行动态管理，区纪委
定期检查。

目前，天元区领导干部已开展
廉政约谈273人次， 提醒谈话321

人次。区纪委共对5名单位主要负
责人进行函询， 给予专题提醒谈
话5人，给予诫勉谈话10人，通过
谈话函询实现监督提醒常态化。
“上医治未病， 我们要切实从以
‘办大案要案论英雄’的观念中转
变过来。”天元区纪委书记许剑鸣
表示，要让执纪监督的“第一种形
态”成为“过滤器”，把正在悬崖边
上的干部拉回来。

“招呼”打在“板子”前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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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张靖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名片】
欧阳恩涛 ，1989年出生于邵阳隆

回。现为中国社科院在读法学博士生，
已免费代理民事诉讼案件50多件，出
版介绍邵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著
《文化活化石》和记录梅山地区民风民
俗的《梅山民俗概论》。

【故事】
11月上旬，欧阳恩涛负责的课题

《站在历史折点上的宝庆人———近现
代历史人物思想研究》， 进入审稿阶
段。 这是27岁的欧阳恩涛独立完成的
第一个课题。

从大学到硕士、到博士在读，欧阳
恩涛学的专业都是法学。不过，他现在
“玩”跨界，已经出版了《文化活化石》
《梅山民俗概论》等两部有关湘西南民
俗文化的专著。

“花瑶姑娘们准备好几担湿泥巴，
将媒公们团团围住。 她们用湿泥巴使
劲在他们身上涂啊、抹啊、甩啊，弄得
媒公们全身都沾满了泥巴， 吓得他们
到处乱跑……” 这是花瑶婚礼疯狂三
部曲的第一步：打泥巴。在《文化活化
石》一书中，欧阳恩涛对“花瑶婚俗”作
了生动、详细的记录。

2015年春节，隆回县虎形山瑶族
乡被大雪覆盖。为了实地了解“花瑶婚
俗”，欧阳恩涛来到了瑶山。气温在0
摄氏度以下，他跟着老乡奔走，记录瑶
族青年婚礼的全过程：接亲、送亲、打
泥巴……春节前10多天，他都是在老

乡家里度过的。
历时一年， 欧阳恩涛利用寒暑假

走遍了邵阳市的9县3区，完成了这本
20多万字、涵盖44项邵阳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专著。

“湘西南是我的家乡，我觉得有一
种使命感， 将那些人们快要忘记了的
东西挖掘整理出来。” 欧阳恩涛说。下
一步，他计划写一本梅山傩戏的专著。

他出生在隆回县七江乡十里山
村。关于这个村，以前有一句民谣：“有
女莫嫁十里山，火烤红薯当晚餐。方圆
十里无平地，千峰突起山连山。”

他记忆中，小时候家里特别穷，一
家人就挤在一间木屋里， 几根木条和
木板就拼成一张简易的床。5岁那年，
父母离异，他和年幼的弟弟、年迈的奶
奶一起生活。从此，小小的肩膀挑起了
家中的大梁。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500米外的山上挑水。

十里山闭塞、 贫穷， 欧阳恩涛知
道，只有勤奋读书，才能走出大山，看
看外面的世界。经过寒窗苦读，他考上
中国人民大学，选择了法学专业。

从山里走出来， 对普通百姓的不
易有深切的体会， 他给老百姓打官司
几乎都是免费的。

今年3月， 隆回县坪溪村的一位
老乡找到欧阳恩涛。 这个老乡在广东
陆河县一个建筑工地打工， 因工伤造
成九级伤残，公司没赔偿一分钱。

欧阳恩涛当即承诺免费为他代理。
今年8月底，欧阳恩涛自付费用，将那家
公司诉至法院。有人劝他不要管，说那
家公司在当地根基深厚， 官司很难打。
但欧阳恩涛认为：“现在是法治社会，我
相信法院会还给老百姓一个公道。”

10月25日，庭审结束后，对方将
赔款交给了法院。老乡收到钱后，激动
地拿出5000元给欧阳恩涛作代理费，
他坚决不要。他说：“他本来就困难，我
怎么好意思要钱。”

迄今为止， 欧阳恩涛已免费代理
民事诉讼案件50多件。

三湘风纪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谭洁

李某和夏某采取先用不同的
QQ号在“映客”网络平台发布优惠
购买“映客”钻石等虚假广告，主要
引诱年轻人购买，再通过捆绑木马
程序的“毒链接”骗取受害人的账
户资金，分别骗取人民币25899.85
元和15999.85元。最近，岳阳市华
容县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
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22000元； 以诈骗罪判处夏
某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16000元。

2016年4月以来， 夏某先利用
QQ（昵称为：映客钻石充值中心）
在“映客”网络平台发布虚假优惠
充值“映客”钻石广告，诱骗他人充
值， 再以确认是否已付款为由，要
求被害人发支付截图，借机获取被
害人的账号和余额情况。如果余额
较大，夏某将获取的被害人账户截
图再发给李某等上线人员，上线人
员冒充客服与被害人加为QQ好

友，并以虚假支付、激活账户、返还
扣款等为由骗取被害人财物。李某
诈骗作案3次， 骗得人民币共计
25899.85元， 夏某诈骗作案两次，
骗得人民币共计15999.85元。

审理该案的肖树平法官认
为，被告人李某、夏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利用网络骗取他人钱财，
数额较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
罪。 李某在第一次共同犯罪中起
主要作用，是主犯，在第二、三次
共同犯罪中， 起次要作用， 是从
犯，应当从轻处罚。夏某在第一、
三次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
是主犯。李某、夏某到案后，如实
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属坦白，
均可从轻处罚。 对扣押在案的被
告人李某、夏某用于作案的手机、
笔记本电脑等犯罪工具， 依法应
当予以没收。李某、夏某诈骗的赃
款应当退赔给被害人。

法官提醒，年轻人越来越依赖
高科技和网络，并且通过它们办理
各种生活事务，因此尤其要对网络
虚假广告提高警惕，谨防被骗。

欧阳恩涛：
走出木屋天地宽

欧阳恩涛 图/张杨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向民贵 胡灵芝）“达
岚镇覃木阳村原党支部书记李某，
在2012年任职期间挪用农村危房
改造资金2.5万元，被县纪委给予留
党察看一年处分； 兴隆场镇中心完
小原校长李某，2013年9月至2015
年1月，指使他人，采取虚列开支的
方式套取学校公用经费344000元
并非法据为己有， 受到开除公职处

分， 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近
日，泸溪县纪检监察机关重拳出击，
整治利用职权吃拿卡要、 损害群众
利益的一批“蚁贪蝇腐”。

为严惩“蚁贪蝇腐”，泸溪县纪
委突出问题导向， 加大对民生领域
违规违纪问题的查处问责力度，重
点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吃拿卡
要、 与民争利、 欺压百姓等违纪问
题。 该县围绕征地拆迁、 救济金发

放、低保金发放、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民生领域的资金项目进行专项清
理，形成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工作
格局。同时，选取部分乡镇与扶贫村
以“解剖麻雀” 的方式实行重点解
剖，扎实推进“雁过拔毛”专项整治
行动， 实行一月一报告、 一月一通
报、两月一调度的工作机制，并向社
会点名道姓曝光涉案单位和人员，
以案说纪、 以案明纪， 形成强大震

慑，警示党员干部遵规守纪，始终保
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据统计，自去年以来，该县共
接待群众来信来访366件(次)，查处
违纪党员干部122人，14人受到撤
职、开除党籍处分，移送司法机关
10件10人，收缴违纪资金496.29万
元。通过有力惩处“蚁贪蝇腐”，切
实增强了群众对反腐败的“获得
感”。

重拳惩治“蚁贪蝇腐”

打一场人民战争
———反电信网络诈骗

“毒链接”捆绑木马程序
“映客”钻石专骗年轻人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通讯员
陈丹丹 记者 沙兆华 ）11月28日，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的合议
庭， 对长沙县社区矫正人员黄鑫（化
名）减刑案件最终裁定：减去有期徒刑
一年，并缩减缓刑考验期两年。

2015年，黄鑫因经济犯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缓刑考验
期，黄鑫确有悔罪表现，积极参与劳动
改造，表现良好。2016年6月4日，黄鑫
在自己家中听到有人呼救，冲出房，看
到一辆面包车在前面的池塘里逐渐下
沉。黄鑫不顾自身安危，纵身跳入池塘
救人，经过五分多钟在水中摸索，成功
救出面包车司机。

事后，面包车司机及其家属特地上
门致谢，黄鑫见义勇为的事迹也广为传
颂。 针对黄鑫见义勇为的优秀表现，长
沙县司法局为其向长沙市司法局提出
“重大立功”申请；市司法局报经省司法
厅审核同意， 确立其重大立功表现。长
沙县司法局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减刑意见，最终裁定为其减刑。

据省司法厅社区矫正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 社区矫正人员减刑需要经过
严格的审核验证，还要经过司法、法院
等部门的核查。 为了鼓励社区矫正人
员积极改造，我省先后已有10多名社
区矫正人员因有重大立功表现， 而兑
现了减刑奖励。

10多名社区矫正对象因立功减刑

幸福开福 书画飘香
11月29日上午， 湖南画院美术馆， 书画爱好者在参观展览。 当天，以

“幸福开福”为主题的首届名家书画作品邀请展开展。展览由长沙市文联支
持，开福区委宣传部主办，共展出140余幅书画作品。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泸溪县

天元区

收缴违纪资金496万余元

全区廉政约谈273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