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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 � � �名片

张淋波，1993年6月出生，祁阳人。
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祁
阳石雕代表性传承人，专注祁阳石雕
的传承与创新。

� � � �故事
12月13日， 在祁阳县凰喆石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一间工作室里，张淋
波伏在工作台上，小心翼翼地雕刻着
祁阳石砚“浯溪月色”。石头紫色部分
雕刻的是张果老的脸庞， 微醺自得，
发须飘逸，尽显仙风道骨。

切割、打磨石头，一刀一刀刻……
整天尘土飞扬，23岁的张淋波已习以为
常。2014年， 他从湖南涉外经济学
院毕业，和众多年轻人一样，梦想
成为白领，坐在开着空调、窗明几
净的办公室里。他很幸运，去广州
实现了白领梦，工作半年就从职员
升为了部门经理。

而这时，一个电话让他陷入沉思。
电话是家乡年事已高的祁阳石雕第
五代传承人刘国中打来的，他急切盼

着张淋波回去，从事祁阳石雕刻。
祁阳石是祁阳的特产， 温润细

腻， 用它制作的砚池等石雕作品，历
史上很有名。2008年以来，祁阳县大
力培养祁阳石雕传人，但因为工作枯
寂、收入微薄，留不住人。

在刘国中眼里， 张淋波头脑灵
活，学习能力强，更重要的是美术功
底较扎实。张淋波从小学开始学画素
描。2008年暑假，他见到祁阳石雕作
品，喜欢不已，便拜刘国中为师，在课
余学习雕刻。几年过去，张淋波能独
自创作祁阳石雕作品。

师傅的电话， 让张淋波彻夜难
眠，他想，自己是祁阳人，传承祁阳石
雕义不容辞。但回去，要放弃来之不
易的工作，远离繁华都市 ,这真让人
难以决断。最终，他还是听了师傅的
话，在同事们的惊讶声里，递交了辞
呈。

回到祁阳时，张淋波月工资只有
1600元。因为祁阳石雕销路不广，张
淋波的月工资现在仍不到3000元。
但他没有怨言，他说：“我回来不是为
了钱。”

石雕人工作辛苦乏味，张淋波每
天一大早照例打磨刻刀， 挑选祁阳
石，根据石头的纹理、色泽构思主题
和画面。紧接着，在祁阳石上画草稿，
经常要修改十几次甚至上百次。然后
粗雕、细雕、顺活 (精修 )、砂磨，不停
地用清水冲洗石头。 一方简单的砚
台，至少要花一天多时间。夏天，汗流
浃背；冬天，双手冻得通红。工作忙
时，每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梦中还在
构思。

雕刻中， 张淋波注重吸收苏派、
徽派石雕的长处， 使祁阳石雕表现力
更丰富、更精致，并大胆创作现代题材
作品。通过努力，他现在已成为祁阳石
雕第六代传承人。 他创作的作品被著
名电影演员王刚等多位名家收藏。

用心回访解心结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邹太平 陈卓韬

“睡不踏实，经常从梦中惊醒……辜负了大家
对我的信任，希望能原谅……”12月初，讲起自己
的荒唐行径， 永州市蓝山县太平圩镇原财税所信
息员李新后悔不已。

今年7月22日，一场由永州市纪委组织的“雁
过拔毛” 式腐败专项整治工作收缴违纪款清退现
场会，在该市蓝山县太平圩镇举行。当地21户群众
来到现场， 从纪委干部手中领回了被李新侵占的
粮食直补、退耕还林等惠农资金8.2万元，现场被群
众围得水泄不通……

群众的满心喜悦，和李新的后悔不已，形成了
强烈的反差。目前，李新的违法问题线索已移交蓝
山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调查处理， 等待他的将是
法律的严惩。

这个真实而典型的故事，要从今年2月说起。
今年2月，蓝山县惠民一卡通由邮政银行改为

农商银行发放，李新在县农商银行大洞支行，为太
平圩镇里田村村民彭某等7人补办了存折及银行
卡。

然而，好景不长，彭某等人不久却发现，存在

存折及银行卡里面的钱都不见了， 急得是睡觉睡
不着、吃饭吃不下。彭某等人赶紧向李新问存折款
项的去向，李新以县财政没有打钱搪塞而过。

今年4月28日，彭某等人来到蓝山县太平圩镇
纪委，向工作人员反映没有领到惠民补贴等问题。
获悉情况， 太平圩镇纪委书记李军立即组织调查
组走访调查。

5月份，得知镇纪委在调查核实时，李新交代
了部分问题，只承认挪用了3万元，并承诺于6月15
日前把钱款上交镇纪委。但实际上，李新利用管理
公章之便，开具财税所证明将7人存折内6.7万元的
惠民补贴款冒领支出， 用于其女友开办儿童玩具
店及其日常开支。

“缺口越来越大，凭自己的能力一下还不了。”
眼看镇纪委约定的时间到了，李新筹不到那么钱，
又打起了手头发放村干部工资的主意。

6月15日至16日，李新在湖南省乡镇补贴网中
将原大洞办事处5个村25名村干部的2016年一季
度工资63030元，分别打入李新随机选取的由其本
人保管的25名村民一卡通存折内。

6月18日下午， 李新将冒领的21500元上交镇
纪委，6月22日又上交15035元，共归还36535元。

细数李新的违纪经过就会发现，5月11日， 他取

出村民刘某惠民补贴3400元，5月12日又取出刘某
惠民补贴60元。 就连里田村党支部书记王勇平工资
里的19元利息，李新都没有放过，全部悉数取出。就
是这种赌徒的侥幸心理，让李新渐渐迷失了自己。

不久， 太平圩镇纪委向蓝山县纪委监察局汇
报，请求县纪委监察局组织力量深入调查。

县纪委监察局第三纪检监察室调查人员查阅
湖南乡镇财政补贴管理平台内的资料， 对李新违
规占有村民惠民补贴款和村干部工资问题进行调
查取证， 暂扣由李新保管或经手办理的给村干部
发工资和群众发放惠民补贴的存折。 工作人员数
了数，一共219本。

7月11日， 蓝山县纪委监察局对李新予以立
案。经查实，李新利用保管惠民补贴“一卡通”存折
的便利， 将2015年至2016年村干部工资及村民惠
民补贴共计156503.38元据为己有。

“李新利用财税所信息员的职务便利， 如此
‘生财有道’的荒唐行为，严重侵害了老百姓的利
益，纪法不容，天理难容！”蓝山县委常委、县纪委
书记何红喜介绍说，该县已经督促县财政局、县农
商银行进行整改，加强群众监督，强化账户管理、
财务管理、资金支付管理，落实财税所长负责制，
不让同类事件再重演。

一个镇财税所的信息员，管着219本惠民补贴“一卡通”存折。“蝇贪”“生财有道”———

连19元利息都不放过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纪委书记来了， 我有话要说。”
近日， 在澧县如东镇， 一位受过党纪处分的

党员面对镇纪委书记罗湖川的上门回访， 情绪比
较激动。

原来， 这名党员在担任村会计期间， 由于资
金短缺， 为修建文化广场， 该村以农户名义套取
了农业保险理赔款用于文化广场建设， 他也受到
了党内警告处分。

在处分下达后， 他虽然认可自己参与套取惠
农补贴的事实， 但却总认为套取的资金是给群众
做了好事， 镇纪委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过多纠
结， 更不应该对村干部给予处分， 不然村干部做
工作哪会有积极性。

“今天为文化广场建设套取国家惠农资金，
明天就有可能为一己私利去损害群众的利益。 同
样的道理， 今天还只是违规违纪， 明天就有可能
违法犯罪触及刑法。” 面对这名党员的疑惑， 罗
湖川解释道， “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 既是治理
基层‘雁过拔毛’ 式腐败的基本要求， 又是挺纪
在前、 严肃党纪条规， 帮助党员容错纠错的具体
举措。”

经过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谈话， 该名党员终于
认识到， 给予党纪处分既是规范村级组织运行的
提醒， 也体现了组织关心爱护党员的良苦用心。
“‘雁过拔毛’ 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 对基层来说
是场‘及时雨’， 现在我没有意见了。” 他心悦诚
服地说。

罗湖川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 澧县如东镇

纪委共立案20人， 仅今年就立案处分6人次， 镇
纪委对受处分的人员做到了全部回访， 回访满意
率达到100%。 镇纪委始终坚持帮助党员改正错
误， 不仅让受处分人员更加深刻认识所触犯的党
纪条规， 更让他们感受到了党组织的关心和关
怀。

今年， 该镇一名党员在任村支部书记期间，
对土地用途未严格把关， 导致村民在建房过程中
改变了土地农业用途， 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本
来工作积极主动的他， 总是放不开手脚， 总感觉
党员群众在用异样的眼光对待他。

如东镇纪委了解到， 这名党员任支部书记之
前， 环境卫生整治亲力亲为， 获得群众广泛好
评。 其任支部书记后，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由其他
村干部出钱委托村民负责， 却因为责任心不强，
屡屡出现漏洞。 抓住这个关节， 镇纪委向这名党
员提出了工作上的建议。

很快， 这名党员不仅主动认领卫生责任范
围， 还号召其他村干部亲力亲为参与， 环境卫生
工作有了极大的改观。

三湘风纪

张淋波：
“祁阳石雕”第六代传人

张淋波 图/李珈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