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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张逸轩

他是湖南反贪战线的一把尖刀，带领同事5
年拿下29名厅级贪官； 他是百姓心中柔情满怀
的热心人,凡有群众找他办事，他都真诚相待，
从不厌烦。

他， 就是湖南省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室主
任李征明。1月初，记者走近这位反贪尖兵，感受
他的艰辛与执着。

“要把贪官一个个揪出来”
李征明在查办案件中的那份执着在同事中

是有名的。
2006年5月， 他刚从安化县检察院遴选到

湖南省检察院不久， 其所在的侦查一室就临危
受命，办理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原市长周政
坤、原宣传部长樊甲生3名厅级干部涉嫌受贿案
件。

李大伦是当时湖南省查处的第一个在职市
委书记，各方的关注以及查处难度非常大。在将
近7个月的时间里， 李征明作为案件主要承办
人，一直吃住在办案点上，经常通宵达旦地研究
取证方向和审讯策略。

功夫不负有心人。 李征明认真研究初查时
的一些细节，找到了“突破点”，李大伦陆续交代
了涉案3000余万元的经济问题，为全案顺利办
理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最终，经过20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辛付出，
几起案件圆满结案，李大伦因受贿罪、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 周政坤因受贿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15年，樊甲生因受贿罪、行贿罪、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 为国
家挽回经济损失8700余万元。 该系列案入选全
国检察机关十大典型案例，并获评中央纪委“十
大精品案件”。

近5年来，李征明自办、指导、指挥查办厅级
领导干部涉嫌贪贿案件29人， 先后荣获湖南省
十大杰出青年卫士、2012年度湖南十佳法治人
物等荣誉称号， 并荣立一等功一次、 三等功两
次。 他在日记中写道:“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不
容易，要把贪官一个个揪出来，否则对不起胸前
的检徽。 ”

“案子不能一办了之”
湖南省农业厅原厅长程海波受贿一案，群

众的举报材料装订后有9卷，中纪委督办5次，最
高检督办两次。李征明接手该案后，迅速厘清思
路，带领办案人员上阵。 他告诉记者，程海波履
历比较复杂， 曾担任岳阳市委副书记和常德市
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及湖南省农业厅厅长
等重要职务，关系盘根错节，又早有戒备之心，
处处避重就轻，主要行贿对象也抗拒不开口。

面对困难和危险，李征明没有退却，带领办
案人员来回在常德、岳阳、长沙等地奔波，一点
一滴地搜集证据，严厉与人本关怀双管齐下，逐
渐融化了程海波抗拒的心理坚冰， 主动交代了
其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承揽、解决政策优惠、减
免费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先后单独或伙
同其弟和儿子收受人民币1900余万元的犯罪
事实。 最终，程海波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

“案子不能一办了之。 ”李征明并没有就此
做甩手掌柜。 考虑到该案对一些涉案群众造成
的伤害，李征明注重维护群众利益，积极查处与
程海波案有牵连的三江口水电站等单位群众反
映强烈的贪贿案件5件5人， 并两赴三江口水电
站与职工座谈，依法依据地释法、说理、通报查
案进展，化解企业内部矛盾，避免了两起上访事
件，为国家和企业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

“不要放过关键细节”
在李征明的记忆里， 查办中国移动通信天

津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总经理权明富涉嫌受
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 颇费周折。 权明
富是新宁县人， 曾在湖南、 云南、 天津三地移
动公司任高管。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 如何找到
赃款去向成为该案的关键点， 一度让办案人员
一筹莫展。

经过缜密侦查， 李征明得知权明富把赃款
放在了他最要好的高中同学， 也就是时任新宁
县交警大队大队长罗某手中保管。 李征明顺着
这根藤， 层层抽剥， 但罗某反侦查能力特别
强， 一直以强硬的姿态与办案人员对抗， 始终
不开口。

李征明带领办案人员一方面紧锣密鼓从外
围调查取证； 一方面巧用讯问技巧， 同其进行
心理战的交锋。 最后， 在大量扎实的书证、 物
证等证据面前， 罗某向检察机关交代了其涉嫌
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的事实。

2013年9月， 权明富被湖南省检察院以涉
嫌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案侦查。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判决结果】
钟点工不小心打碎雇主家中价值不菲的一

个玉镯， 双方协商赔偿未果， 雇主诉至法院， 要
求赔偿6万元。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最近对该
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钟点工夏某承担轻微过
失责任， 赔偿雇主梁某3000元。
【案情回放】

梁某是一个29岁的雇主， 夏某是一个55
岁的钟点工。 2015年6月开始， 夏某到梁某家
做钟点工。 双方约定， 夏某的工作内容是做午
餐和打扫房间卫生， 每天工资60元。

2016年4月4日12时许， 夏某在午餐后进
行房间整理， 在整理客厅沙发物品时， 拿起一
个盒子以移动一下位置， 不料盒子下半部分突
然掉到沙发上， 而盒子里面装的是玉镯。 玉镯
弹落到地板上， 一下就碎了。 该玉镯是梁某的
男朋友丁某送给梁某的定情信物， 花去3万元。
事发时， 梁某在里屋， 丁某则在客厅。 梁某和
丁某均未提醒夏某沙发上的盒子里面装的是贵

重的玉镯。
事发后， 梁某要求夏某赔偿， 双方协商不

成， 梁某报警。 长沙市芙蓉区公安局文艺路派
出所组织了调解， 夏某只愿意赔偿人民币1万
元， 多了无力赔偿。

梁某遂向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案
审理过程中， 梁某以付款3万元的凭证证明玉
镯受损前的价值为3万元。 夏某对玉镯系3万元
购得这一事实不持异议， 只是认为自己是做钟
点工的， 工作待遇是每天60元， “放牛娃赔不
起牛”。 而且， 夏某认为她对玉镯受损没有故
意， 也没有重大过失， 她认为梁某自己没有将
贵重的玉镯妥善放置在安全的地方， 而是随意
放在沙发上， 也没有事先告知她清洁卫生时要
注意沙发上玉镯的安全， 故梁某对玉镯被摔碎
存在重大过失。 梁某称， 这个玉镯是从一个古
玩家手中买来的， 花费了3万元， “实际上，
它的价值不止这个数”。 梁某要求赔偿6万元。
【法官说法】

本案主审法官钟建林说， 根据日常生活经
验， 夏某作为雇员， 在从事房间卫生劳务时，
对于雇主房间内的易碎物品， 比如花瓶、 碗钵

等， 应当尽一般谨慎注意义务， 避免打碎致
损。 本案引发争议的被损玉镯， 属于贵重易碎
物品， 梁某将其随意放在沙发上， 且明明知道
夏某按工作惯例会在餐后打扫卫生整理沙发上
的物品， 却没有及时告知夏某玉镯放在沙发
上， 并提醒其要注意玉镯的安全， 据此应当认
定梁某对玉镯的打碎存在重大过失， 其应当自
行承担玉镯被毁的主要责任。

夏某在整理沙发物品时， 虽然不知盒子内是
贵重的玉镯， 但该盒子是当天突然出现的物品，
而不是平常早就存在的物品， 故依日常生活经
验， 如果事先问一下梁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再
去拿动， 也足以避免玉镯被摔碎， 而夏某没有这
么做， 也存在未履行一般注意义务的过失， 故也
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比较双方的过错大小， 夏某
的过失显然只是属于轻微过失。 故具体赔偿金
额， 法院酌情确定为赔偿玉镯购买价3万元的
10%， 即3000元， 其余部分则不予支持。
【温馨提示】

现在许多家庭都请了钟点工帮忙做家务，
如果双方及时相互沟通、 相互提醒， 发生此类
纠纷的几率会大大减少。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佳宾 乐水旺）“我的行为是错
误的，我愿接受组织对我的处理。 ”1月
11日，宁远县水市镇天堂山村原会计陈
广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后悔不已。

2016年11月5日， 陈广军因感情问
题与妻子产生矛盾，听说村民李某某曾
跟妻子“嚼舌头”，他非常生气。 当天吃
过晚饭，他借着酒劲来到李某某家破口
大骂。 李某某感到十分委屈，认为他的
指责是捕风捉影， 两人因此产生口角。

期间， 陈广军朝李某某的大腿狠狠踢了
一脚，将他踹翻在地。年近古稀的李某某
调养了近一个月才逐渐康复。

1月5日， 水市镇党委根据宁远县
“十个一律免职”规定，集体研究决定，免
去陈广军天堂山村党支部委员职务，并
同意其辞去村委会委员、会计职务。

“村干部本应在解民忧、暖民心方面
作表率，陈广军却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
免去他的职务一点不冤。”宁远县纪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

娄底从严治党加大问责力度
去年共查处县处级干部29人， 乡科级干部173人

村会计一脚踢掉了“乌纱帽”

反贪尖兵李征明：贪官怕百姓爱

以案说法

“放牛娃赔不起牛”
钟点工打碎玉镯，雇主起诉索赔6万元，法院判决赔3000元

雪中执勤
1月11日， 石门县西

北山区迎来2017年第一场
雪， 降雪范围覆盖石门县
东山峰、 罗坪乡、 南北
镇、 太平镇等地， 积雪厚
度1厘米左右。 图为当天
晚上， 石门县东山峰管理
区道路交通安全劝导员协
助交警在危险路段执勤，
提醒驾驶员注意安全。
向才银 唐西林 摄影报道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周红泉
实习生 禹丽丽

“我不能流露出悲伤与害怕，我得坚
强乐观。 因为此时，我就是爸爸的天，只有
我坚强，爸爸的天才不会塌。 ”1月9日，“95
后” 涟源女孩周彩业在朋友圈写下这段
话。她的父亲周仕芳因急性肝衰竭引发多
种并发症，急需进行肝移植手术。 为筹集
手术费延续父亲生命，她和姐姐愿为好心
人打工10年还债。

厄运：
父亲肝衰竭急需肝移植
9日下午， 湘雅附二医院感染病科病

室， 周彩业和姐姐周彩花守在父亲病床
旁，轻轻按摩父亲的手掌。 刚做完人工肝
（PDF+TPE）治疗的父亲静静地躺着，脸
色黯然无光，身体黑紫，不时露出痛苦的
表情。

如千万普通家庭一样，这对90后姐妹
原本有一个安稳的家。

父亲周仕芳今年49岁，家住涟源市涟
溪村。 这是一个贫困村。 作为家里的顶梁
柱，周仕芳长年身体不好，只能打些零工，
收入微薄。 但他对姐妹俩十分疼爱，农活
都舍不得让她们干。

2016年11月，周仕芳突发急症，经湘
雅二医院诊断：急性肝衰竭并引发肺部感
染等多种并发症。住院一个多月，做了6次
人工肝（PDF+TPE）治疗维持生命。

医生告诉她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肝移
植。

温暖：
网络众筹，700多人献爱心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当时我们几乎崩溃，爸爸才49岁，我
们都还没来得及报答他的养育之恩。 ”病
房外，周彩业和姐姐强忍着眼泪。

她们介绍， 目前治疗就花了13万多
元，家里已债台高筑。 而肝移植前期手术
费用高达60多万元，还不包括后续治疗费
用。得知这一消息，父亲担心拖累女儿们，
多次闹着要出院回家。姐妹俩总是小心安
慰父亲：“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姐姐周彩
花在朋友圈写下日志———“我一定要救
你，必须要救你，我深爱的爸爸。 如果可
以，我愿意用自己的肝来换你的肝。 ”

厄运传来，老家的亲人、邻居向她们
伸出援助之手，姐妹俩也正向民政部门申
请救助。 一周前，她们在网络上发起“轻松
筹”。 756名网友被姐妹俩的孝心打动，10
元、20元、100元、200元……点滴爱心汇
集，最终在网上众筹了3万多元爱心款。但
这些钱远远无法完成肝移植手术。

孝心：如凑齐手术费，
愿打工10年来偿还

“每一笔爱心款，我们都记下来，我们
姐妹会一点点还。 ”为早日凑齐手术费，周
彩业和姐姐周彩花通过新湖南客户端向社
会爱心人士和企业求助，“我们姐妹愿意为
好心人打工10年，来偿还父亲的手术费。 ”

如果您愿意帮助她们， 请拨爱心电
话：15920351224（周彩花）。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韬

对讲机 、 电话响个不停 ； 12块
液晶显示屏上实时监控车站每一个
角 落 …… 这 里 ， 是 被 称 为 高 铁 站
“大脑” 的综控室。

1月11日下午， 高铁长沙南站提前
进入春运状态。 在车站综控室，4名工作
人员运筹帷幄，忙而不乱。

“列车进22站台， 请做好接车准
备。 ” 综控室客运员李莎紧盯着眼前的
电脑屏幕，点击鼠标发出一条语音指示，
随即， 候车厅、 站台的广播播出这条语
音。每一分钟，李莎都在不停地接受新的
指令，又不停地发布出去。

“综控室，是联接列车、车站及乘客
的桥梁，是保障庞大客流有序出行的‘中
枢神经’。 ”长沙南站综控室领班何红梅
向记者一一介绍“大脑”是如何运转的。

综控室客运员通过监控视频、行车
系统等，不断广播提醒、引导旅客上车；
与工作人员对接车次、旅客的即时信息；
及时预判晚点、车流高峰等应急情况，保
证客流运行有序，确保乘客出行安全。

在综控室正中央的屏幕墙上，连接
车站300多个摄像头的12块显示屏实时
监控。 检票口、售票厅、出站口……长沙
南站的每个角落都一目了然。

“春运期间客流量大，我们必须时刻
紧紧盯着屏幕，出不得一点差错。 ”何红
梅说， 自己从2009年武广高铁开通起，
就进入综控室工作。 如今， 长沙南的高
铁车次已是8年前的18倍， 而何红梅的
视力由原来的1.5下降到了0.7。

由于沪昆高铁全线开通，加之全国
铁路大调图，长沙南站将迎来史上最忙
碌的一个春运。

长沙南站负责人介绍，目前为春运
日常期，每天到发列车470趟；到了春节
前后的高峰期，将增至506趟。 预计春运
期间日均发送旅客数达13万人次，创历
史新高。

“目前，综控室共有9名工作人员，
每天4人轮岗值班，从早上5点半上班到
24点。 ”何红梅介绍，长沙南站每天470
趟高铁列车到发， 背后都有综控室的4
双眼睛“护航”，确保旅客在客流高峰期
安全出行。

记者看到，综控室的立柜隔断后有
一块小空间，放置了两张行军床。

“等到春运高峰期， 她们值通宵班
时，就在这里休息。”何红梅笑言，现在条
件比起长沙南站刚建站时好多了，“至少
不用打地铺了。 ”

“春节就在这里过了。 ”90后的李莎
轻松说道。

今年，高铁长沙南站将迎来史上最忙碌春运。
记者探访被称为高铁车站“大脑”的综控室———

4双眼睛“护航”470趟高铁乘客

90后姐妹筹钱为父换肝：
愿为好心人打工10年偿还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 记者 段
云行 通讯员 黄首记 钟鹤为） 岁末年
初， 娄底反腐传出捷报： 2016年， 该
市纪检监察机关全面履行监督执纪问
责职责 ， 全市共立案 1135件， 结案
1166件， 同比分别增长16.5%和27.6%,
查处县处级干部29人， 乡科级干部173
人；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208人， 移送
司法机关59人。

面对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形势， 娄底
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转作风转方式， 把
纪律审查工作作为各级党委和纪委落
实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中
之重。 强化纪律审查意识， 加强办案力
量。 市、 县两级纪委60％以上人员和

力量向纪律审查工作一线倾斜。 加大问
责力度， 对不作为、 乱作为和失职渎职
等行为一律严格追责。 加大线索处置和
遗留案件的清理工作力度。 2016年共
处置线索3398件， 拟立案1144件， 初
步核实1257件； 清理结案历史遗留案
件395件。

同时， 该市全面消除乡镇执纪空白
点。 把消除乡镇执纪审查空白点作为纪
律审查工作的重点， 利用换届配齐配强
乡镇办案力量， 在全省率先消除乡镇执
纪审查空白点。 对纪检干部违纪案件做
到不护短、 不遮丑、 零容忍， 2016年
全市共受理纪检监察干部信访举报87
起， 立案16起， 处分1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