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红色记忆
湖南女子学院开展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刘遵仁）7日下午，
湖南女子学院20余名党员师生来到长沙吉祥颐养康复中
心，探访慰问2位抗战老兵。这是该校“寻找红色记忆，坚定
理想信念”主题系列活动之一。该校党委书记罗婷介绍，该
系列活动是今年湖南女子学院党建思政工作的重要内容。

下午3时，党员师生们走进2位抗战老兵的住所。一位曾
是抗战时期第九战区《阵中日报》总编辑、著名作家伏笑雨，曾
多次赴湘鄂赣前线采访；而另一位曾是儿童团长、115师抗战
女兵、老八路牟敦芳。见到这群年轻的党员，两位老人都十分
兴奋，他们与大家分享着各自当年的故事和经历。在优美的旋
律伴奏下，8位女大学生身着红军服， 向2位抗战老兵整齐敬
礼，唱着《十送红军》等革命歌曲，继而又给两位老人家洗脚、
按摩和捶背，房间里飘荡着老人们开怀的笑声。

8日上午，“两学一做”处级干部党性锻炼培训班在该校
正式开班，40余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从长沙前往江西井冈
山革命传统教育学院，接受红色革命文化教育。

浏阳高三学生赠书学弟学妹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石自行 彭望朗）

压力释放了，毕业就撕书，这是近年来少数高三毕业生的不
良行为。6月5日上午，浏阳三中出现感人的一幕：一场赠书
活动在该校拔萃楼大厅门口举行， 高三学生们挑选自己学
习过的书籍摆放在桌子上，向学弟学妹们热情“推销”。

浏阳三中高一、高二的学生挤在桌子前认真挑选，不少人
为选到一本合适的书兴奋不已。“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很好!我挑
选了4本很好的书，里面有数学解答题专练、高考满分作文选
等。书里面还有学哥学姐们做的笔记，这些很值得我学习和借
鉴，感谢他们!”浏阳三中高一年级的胡志文兴奋地说。

据介绍，自6月3日发出倡议以来，浏阳三中全校800余
名高三学生迅速行动， 两天共捐书3000余册， 全部送给高
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

转基因科普进大学校园
湖南日报6月8日讯（通讯员 刘双清 喻诚 记者 左丹）

你对转基因了解多少呢？今天，“科学理性认识农业转基因”
农业转基因科普进校园活动在湖南农业大学举行。农业部、
湖南省科协、省农委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出席此次活动。

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叶纪明介绍， 此次活动旨
在集中宣传国家转基因技术发展战略， 普及农业转基因生
物知识， 正确把握和引导舆论导向， 不断提高公众认知水
平。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朱祯研究员、农业部科
教司转基因生物安全与知识产权处张宪法调研员作了专题
报告， 对农业生物技术研发进展、 科学认识转基因的安全
性、我国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等进行了科普。专家们用浅显
的语言解释了转基因的技术， 告诉大家对转基因不用谈之
色变，基因转移是自然界中存在的普遍现象，现今生产的作
物，都是长期遗传选育的品种，传统的品种也是基因交换和
重组的产物，植物基因工程是传统作物育种的延伸和发展。
在提问答疑、 互动交流环节， 科普专家还对各种常见的误
解、谣言进行了澄清。活动现场设置了图文并茂的展板，并
发放了转基因科普资料，供大家学习。

此次活动由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和湖南农业大学共同
主办。

华菱涟钢“三个一样”
对待劳务工党员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段云行）

6月上旬以来，华菱涟钢各下属单位基
层党支部纷纷举办党建论坛， 专门就
劳务派遣工中的党员如何进一步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展开热烈讨论。

近几年来， 华菱涟钢党委主动将
劳务派遣工中的党员纳入正常组织管
理，激发其创优争先的热情，不仅为他
们搭建了职业发展新平台， 也为企业
生产经营注入了新活力。

由于工作需要，华菱涟钢接纳了
少量劳务派遣工， 其中部分为党员。
如何引导和发挥这部分党员的积极
性创造性？华菱涟钢党委对劳务派遣
工党员，坚持按照“三个一样”（与正
式员工党员一样的标准、 一样的要
求、一样的考核）进行管理，让他们与
正式员工党员一起，组成混合型党支
部，通过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党员测
评等， 督促他们以党员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 在各自岗位上自觉起到表
率与先锋作用。 在华菱涟钢下属的
双菱实业公司，有2名劳务派遣工因
为表现突出加入了党组织，并走上了
管理岗位。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汪兴变 宋云钊

6月5日，下班后，祁阳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民警李彤换下警服， 来到县城人民
路，为67岁的张和生送上食用油、大米。张
和生的老伴两年前患病去世，儿子身患胃
癌， 儿媳身体也不好，12岁的养孙女患先
天性心脏病和膀胱结石。2012年初，李彤
得知张和生一家的情况后，发动爱心人士
捐款， 帮助张和生的养孙女做了手术。此
后，李彤一直帮助张和生一家人。

今年47岁的李彤告诉记者，自己做
公益是受岳母影响。李彤的岳母陈娇莲

曾两次获评全国三八红旗手，是祁阳县
十佳市民， 她曾帮助过许多非亲非故的
人。

1997年除夕， 陈娇莲让李彤给县城
的残疾人汪花果送去一碗水饺。 李彤推
开汪花果的家门， 见里面几块砖头铺上
木板就是床。 李彤当即送来一张朋友家
闲置的床和一床新棉被。后来，在李彤奔
走下，汪花果住进了安置房，并进入福利
工厂工作，有了稳定收入。

2007年3月， 李彤和一群志同道合
的朋友组建了祁阳县“雷锋号”志愿队，
李彤担任常务副会长和执行队长。 祁阳
县交警大队政委文爱武对记者说：“李彤

做本职工作和义工，都尽职尽责。”
去年初， 祁阳县浯溪街道白竹湖社

区居民于某某突发急性白血病。这时，于
某某已离异，孩子正在上幼儿园，生活的
变故让于某某几欲轻生。 李彤在社区走
访时得知消息， 立即带着油、 米来到她
家，拍着胸膛对她说：“妹子，我们一起帮
你想办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第二天，
李彤发起捐助活动并带头捐款。 在李彤
和其他爱心人士关心下， 于某某的病得
到治疗，身体逐渐好起来。李彤又介绍她
到一家单位上班，生活有了保障。今年，
于某某主动加入“雷锋号”志愿队，经常
参加保护湘江河、 在火车站义务助人等

志愿者活动。她对记者说：“我很庆幸，遇
到了李彤这样的好人。”

今年5月，租住在祁阳县浯溪街道果
园小区、68岁的刘大阳患多种疾病做手
术，他的老伴要照顾年幼的孙子孙女，儿
女都不在身边。了解到这一情况，李彤主
动来到医院照顾他。 不但一日三餐把可
口的饭菜送到刘大阳手上，还给他按摩，
端屎端尿。同病房的人不知情，都夸刘大
阳有个好儿子。

2007年以来， 李彤先后为500多名
孤寡老人、贫困户捐款30余万元，捐助拐
杖1400多根及其他物品。他还积极筹集
社会资金200多万元，资助600多名贫困
学生。他多次获评永州市“优秀义工”“五
星志愿者”“雷锋式优秀志愿者”等。2015
年，他被评为省“最美志愿者”。近日，又
被评为助人为乐湖南好人。

2017年6月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周双政治·文教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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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李彤：第二职业是志愿者

6月8日，嘉禾县珠泉中学，民间艺人（左一）向学生介绍剪纸艺术。我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
该县文体广新局组织各类传承人走进城乡部分学校，集中展演展示伴嫁歌、武术、龙狮、剪纸、木雕等当地
非遗文化艺术，让师生零距离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传承非遗文化。

黄春涛 李红光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白培生
通讯员 刘训忠 贺文平 张光辉

“一次执纪，教育规范了一片！”
近日，走进郴州市北湖区各学校，谈

论起该区纪委监察局践行“1+X”执纪新
模式带来的好成效，人们纷纷点赞。

事情还要从去年说起。
2016年12月，北湖区纪委监察局查

处了郴州市十一完小校长葛某违纪案。
经查，葛某通过违规套取人员经费，以虚
假经济业务事项报账套取资金， 违规收
取赞助款、校报费、择校费、借读费及校
服、直饮水、教辅资料等商品供应商返
回款（劳务费、代办费），截留场地出租
收入等方式，取得46万余元私设“小金
库”。

今年1月，经北湖区纪委常委会研究
决定，给予葛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葛某
随后被免去校长职务。

虽然葛某受到了纪律处分， 但事情
远未结束。

去年来， 郴州市纪委在全市范围内
推广“1+X”执纪新模式，即“发现一个问
题，解决一类问题；治理一个层面，带动
多个层面得到治理；规范一个领域，使多
个领域得以规范”，由表及里推动党风廉

政建设“标本兼治”。
“查处一案、警示一批、规范一片，绝

不能‘一查了之’。要通过这个案例，进一
步加强各单位对财务管理情况的日常监
督，完善内控制度，着力堵塞财务和资产
管理存在的漏洞，彻底切断‘小金库’的
‘资金链’。”该区纪委监察局有关负责人
说。 随即， 北湖区纪委监察局一改以往
“就案办案”的方式，应用“1+X”执纪新
模式， 针对教育系统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和权力运行存在的缺陷， 向区教育局下
达监察建议书。

建议书中，北湖区纪委监察局建议
区教育局对全区44所中小学经费收支
情况开展监督检查，规范学校收费管理
和使用行为， 在治标的基础上实现治
本。

很快， 北湖区教育局根据建议，结
合开展“治陋习、树新风”深化作风建设
年活动，组织开展“党纪教育会前10分
钟”、警示教育大会等廉政教育活动，用
“葛某违纪案”这个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达到查处一人、挽救一批、教育一片的
效果。

同时，抓住“教育项目建设、教育行
政审批、教育资金使用、教育行业作风建
设”4个重点廉政风险防控点， 采取紧盯

重点岗位、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的“三个
紧盯”办法，在全区教育系统掀起了声势
浩大的廉洁过节、规范办学行为、重要岗
位、 重点工作和师德师风等正风肃纪专
项整治风暴。

区教育局还进一步健全长效机制，
出台了《中小学校财务管理制度》《教育
局重点岗位廉洁风险防控机制》《教育系
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实施办法》等10余个规范性文件。

一系列动作， 在北湖区教育系统中
进一步织密了制度“笼子”，一下子解决
了多类问题。

今年4月，该区教育局对全区40余所
学校进行了地毯式拉网大排查， 一个月
就收缴违规征订教辅资料返回款167.62
万元，深受广大家长和学生好评，成为践
行“1+X”模式的显著成效之一。

北湖区作风办负责人欣喜地告诉
记者，按照“1+X”模式，去年以来，该区
教育系统共组织开展集体廉政谈话、个
人谈话 1930余人次， 开展警示教育
2153人次；发现“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
126条，受理问题举报67件，其中立案6
件，处理违纪人员16人；查处违规使用
资金195万余元， 清退违纪违规费用
17.15万元。

■短评

写好纪律审查
“后半篇文章”

张斌

纪律审查工作的目的， 不是简单地
处分违纪人员， 而是通过纪律审查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仅仅给个处分，就
办案而办案，就处理而处理，就失去了纪
律审查应有的意义和作用， 达不到标本
兼治的目的。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1+X”执纪新
模式，将纪律审查工作与警示教育、制度
建设等相结合， 对违纪案件不 “一查了
之”，注重做好纪律审查“后半篇文章”，
构建起一套从发现问题到综合施策、再
到源头治理的监督执纪工作体系， 不断
增强党员干部遵规守纪意识， 有效提升
了标本兼治的实际成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查办一案，我
们既要注重将查办结果转化为教育成果，
又要注重将查办结果转化为制度成果，促
进相关部门单位注重从源头抓起， 从深层
反思，进一步织牢关紧制度的“笼子”，标本
兼治，推动从严治党制度化、长效化。

从严治党在路上 向“一查了之”说不

非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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