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督执纪，是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纪检监察干部的职责和使命。他们，站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第一线，
以忠诚可靠、服务人民、刚正不阿、秉公执纪的良好形象，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份合格的答卷。湖南日报自今日起推出
“寻找最美纪检干部”专栏，希望读者通过这个栏目，对纪检监察干部有更多的了解，给予更多的关注。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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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邹太平 向富利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湘西土家汉子向魁胜， 多次被上级纪委
抽调为案件主办人员，牵头查办违纪案件200
余件，查办大要案20余件，为国家挽回直接经
济损失8000余万元。

今年第六届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评比中， 他被省委、 省政府记一等功。6月17
日， 我们走进湘西， 走近向魁胜， 感受他与
“鬼”斗的责任与担当。

“我是 ‘斗鬼’的，
邪不压正，不怕‘鬼’”

“‘魁胜’，就是‘斗鬼者胜’。我是‘斗鬼’
的，邪不压正，不怕‘鬼’。” 对好心规劝，向魁
胜通常这样回答。

“从事反腐工作，我是打心里的热爱。从
1995年考入检察院， 现又在纪委， 也算是圆
梦。”向魁胜说，他从小受到作为军人父亲的
影响，有一种嫉恶如仇的情结。

“他们把五保老人、残疾人、伤残军人的
‘救命钱’，用来变成自己的‘玩耍费’，真是气
愤！”说起去年吉首市排吼乡符某、向某贪占
民政救济资金案，向魁胜义愤填膺。

向魁胜带着调查组，自带干粮伙食，吃住
村里，白天深入田间地头，晚上登门入户，走
访600多人，取笔录近300份，最后让符某、向
某受到了应有的处分。

“真拿鸡毛当令箭，搞得太过火了。”有人
埋怨他。2015年3月， 向魁胜查办吉首市房产
局窝案时，对于威胁和请吃，他都一一拒之门
外。

最后，该案立案查处9人，其中党员干部6人
被移送给司法机关，涉及的2名副处级干部报送
上级纪委审查，4名非公职人员被依法逮捕。

吉首很小，低头不见抬头见，现在查处一
个人，就可能会得罪他的三亲六故。向魁胜坦
言，2011年以来，查办对象为“熟人”、“朋友”
的有之，打“感情牌”“业务牌”“领导牌”的有
之。

但，这并不意味着纪检干部就是无情的。
一个涉案的副局长， 几次托人想与他单

独见见面，向魁胜都按纪律要求没有答应。后
经专案组同意，他们相约面谈。听了向魁胜的
劝导后，这名副局长主动坦白。后来，虽然该
副局长受到了开除党籍和行政撤职处分，但
也得到了从轻处理，保住“饭碗”。

“对于‘鬼’招数，
我们只有更‘鬼’才行”

调查遭遇“烟幕弹”“迷魂阵”“十字路”，
找不到靶心；碰到“硬骨头”“拦路虎”，久攻不
下；违纪人员手段现代化、隐蔽化，对抗行为联
盟化……“怎么办？对于这些‘鬼’招数，我们只
有更‘鬼’，才行啊！”向魁胜指着一个卷宗告诉
我们，要办成铁案，前提是尊重事实，过程是讲

究技巧，注重案情分析、方法研究和经验总结。
在调查公安民警邹某时， 因之前已在网

上公开举报，几个主要涉案人员串供并潜逃。
眼看涉案的邹某之妹刑拘期限快到， 再攻不
破就可能前功尽弃。

关键时刻，向魁胜被专案组调来“救火”。
一接手，他就立即扑入相关案情材料中，收集
熟悉相关信息，召集专案组全面深入分析、研
究，制定了新的执纪审查方案。

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向魁胜明确坚持
“因人而异、动态调适、自我控制、有限距离”
的谈话“四原则”，对症下药地进行谈话。

向魁胜让深谙法律的邹某想想， 几个主
要涉案人与自己的这种利益关系， 会不会牢
不可破？再算算账，想想涉案的自己、亲妹妹
和正上学的孩子， 是主动交代争取从轻处理
好，还是负隅顽抗到底好？

经过耐心细致的教育，邹某最终被说服，
其妹妹等涉案人员都说出了事情真相， 坚固
的堡垒终于被击破。

“纪律审查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一
支敢战、能战、会战的团队是关键。”吉首市纪
委干部王明友说，每年的纪检监察干部培训，
向魁胜总会认真上好每一堂课，以案代训，提
高团队的战斗力。

“成绩单的背后，
是我亏欠亲情的账单”

2012年以来， 向魁胜先后荣获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纪委办案先进个人， 多次获吉
首市政府嘉奖，记三等功2次，多次被评为市
纪检监察工作先进个人。今年的湖南省“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评比，他登上了领奖台。

“这些，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成绩

单的背后，是我亏欠亲情的账单。”向魁胜的
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母亲因病住院期间，他陪通宵，一到白
天又去上班。 几乎没有什么节假日， 孩子生
病、高考，他都不在身边。”说起爱人向魁胜和
孩子，一向坚强的彭女士流下了眼泪。

2015年4月，孩子动阑尾炎手术，向魁胜
在外办案，靠彭女士一个不足一米六的身子，
把身高一米八的儿子背进手术室。

“只要他决定了的，都支持。”彭女士坦
言，曾怨过爱人，但现在慢慢理解了。

“去年8月，他下班后抽空回来看孩子，却
晕倒在家门口。送去医院后，只住了两天，他
就带着留置针头去办案点了。” 彭女士说，由
于长期高强度超负荷工作， 向魁胜得了肠梗
阻。

“要感谢那份‘癌症’诊断书啊，才陪全家
人一起出去， 也是我从事纪检工作以来唯一
的一次休公休假。”说到这个小插曲，向魁胜
笑了。

原来去年9月，当得知得了“癌症”的他，
感到自己太愧对家人了，就请了假，送孩子去
上大学。后经医院反复核对，原来是检验医生
把“肠瘤”误写成了“肠癌”。

“从严治党的路还很长，我想通过我们的
努力，违纪的党员干部越来越少。”从向魁胜
朴实的言语里，记者读懂了一名“党的忠诚卫
士”与“鬼”斗的义不容辞。

� � � �他与“鬼”斗，对腐败深恶痛绝，攻克了一个个疑难案件，为了大家却愧对了小家。
他，就是吉首市纪委原常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原主任，因为斗“鬼”有功，最近调任自治州
纪委工作的向魁胜———

与“鬼”斗者“卫士”也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肖湘东 胡阳）“天平称公正， 廉洁
生威仪；多植荷花塘自清，勤反腐败政自
明……”今天，记者慕名参观衡阳廉政文化
雕塑园，墙上格言警句赫然入目。

衡阳廉政文化雕塑园位于衡阳高新区
蒸水风光带，总面积1万平方米，分古、今
两园，园内设了警钟楼、清风亭、32座历
代廉政名人塑像、40处景墙壁刻和20处
石刻等。

据了解，近几年来，衡阳市各级纪委在
严肃查处腐败的同时， 持续推动廉政文化
建设，营造“不想腐”的浓厚氛围。市纪委通
过举办廉政诗词楹联书法大赛、“守纪律、
讲规矩”演讲比赛等活动，大力推动廉政文
化进机关、企业、校园、社区、农村、家庭。各
县(市、区）将廉政文化与庭院文化建设结

合起来，组织农户自编自演廉政文化节目，
组织社区居民自办廉政书法展、 廉政书屋
等，使廉政文化“飞入平常百姓家”。

去年9月，衡阳市纪委还设立党纪党规
“微考堂”， 面向全市副科级以上干部开展
“清风衡阳”在线知识测试，以考促学、以学
促廉。并精心办好“衡阳反腐网”，开设“清
风衡阳”官方微信，建立6家廉政文化教育
基地，举办“学党章党规、树清廉新风”知识
竞赛等，社会反响很好。同时，开展好警示
教育， 积极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
思想道德防线。近年来，先后组织1.4万余
名党员干部到雁南监狱、 衡州监狱等警示
教育基地接受教育。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还通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 开展以案说
纪活动等，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重、自
省、自警、自励，收到较好效果。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军 艾杰

“岳阳市纪委书记来了，叫你去领钱！”
近日，听到新任村支书张胜斌的呼唤，

临湘市桃林镇月山村的芳芳（化名）丢下手
中的活计， 跟着张胜斌来到临湘市信访局
接访大厅， 从正在公开接访的岳阳市委常
委、 市纪委书记李挚手中接过14480元孤
儿基本生活费。

重新拿回自己被侵占的孤儿基本生活
费，芳芳满意地笑了，一屋子人也跟着笑了。

电话回访发现端倪
这件事还要从2015年说起，那年5月，

临湘市民政局电话回访临湘市桃林镇月山
村救助对象芳芳：“我们是民政局， 做一个
回访，2011年至今， 向你下发的孤儿基本
生活费和低保补助金共计31290元， 你领
到手没有？”

“啊……什么钱?我不知道啊！”芳芳一
脸懵懂。

1994年出生的芳芳，一直与奶奶相依
为命。接到民政局回访电话后，芳芳才得知
自己2010年就已被民政部门列为孤儿救
助对象， 能够得到民政部门发放生活费及
低保配套补助金。 但这事一直没人告诉过
她， 她既不知道这些年民政局已陆续下发
给她3万多元救济金，自己也从未领到过。

打这以后， 芳芳多次找村里管民政事
务的村支部副支书、村会计欧湘平问这事，
可欧湘平一直不回应。 多次上门和电话催
讨后，仅有小部分资金被退还。

举报信牵动纪委书记的心
2016年以来，岳阳市高度重视查处群

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部署开展
“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共立案
385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7人，移送司
法机关45人，追缴资金1437.27万元，清退
资金248.04万元，通报典型案件13起，产生
了较大影响。

引人关注的举措，扎扎实实的效果，也
引起了芳芳的注意。 她想起自己孤儿基本

生活费被人冒领的事情， 就试着向岳阳市
纪委写了一封实名举报信。

没想到， 这封信件牵动了岳阳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李挚的心。他立即将信件批
转临湘，要求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坚决维
护人民群众的权益。

临湘市纪委迅速介入调查， 通过找当
事人了解情况、到民政部门核对有关数据，
查清了村干部欧湘平冒领孤儿基本生活费
的违纪事实。

蝇贪“顺走”救济金，
聪明反被聪明误

经查，2010年， 村干部欧湘平利用职
务之便，找到芳芳的奶奶，在没有告知用途
情况下，取走芳芳户口本，去民政局办理了
芳芳的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救济金、
低保补助金申报手续。之后，欧湘平不声不
响地将领到的两本芳芳户头民政救济金发
放存折据为己有， 多年冒领“顺走”了
31290元。

因芳芳一直追问，到2016年2月过后，
欧湘平意识到再也瞒不住了， 便分两次给
了芳芳7000多元。第一次给的是5090元的
低保补助金，第二次给的是2000元孤儿基
本生活费，并要她写了两张领条。

为将余下救济金继续据为己有， 欧湘
平见芳芳打给他的收条上，钱额写了小写，
没写大写，便又起邪念。他在这张收条的阿
拉伯数字“2000”前头加上个“2”，将“2000
元”收条篡改成为“22000元”，之后蛮横咬
定已给了芳芳22000元孤儿基本生活费。

但欧湘平没想到的是， 芳芳在打给他
第二张2000元的收条时，已用手机拍了收
条照片留存，并交给了调查人员。

最终，欧湘平篡改收条、侵吞民政发放
孤儿救助金的行为彻底败露， 同时牵出原
横铺乡民政办主任汪某参与侵吞、桃林镇分
管民政工作的班子成员陈某未严格执行发
放标准的违纪事实。据介绍，被欧湘平侵吞
的3万多元救济金中，有1万多元是未执行规
定多发的。目前，临湘市纪委已将欧湘平移
交司法机关，对另外两人进行立案审查。

� � � �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寇冠乔）长沙旅客乘飞机过安检进
入“刷脸”模式。6月16日，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并在16
条安检通道试运营人脸识别系统。

在黄花机场每条安检通道的验证台旁
边，分别竖立着一个摄像头。一名旅客到达
验证台后， 摄像头下方的屏幕上便实时对
其进行抓拍。

黄花机场旅检一大队党支部书记邹斌
介绍， 人脸识别系统主要通过摄像头抓取
旅客脸部图像， 并与旅客身份证件图像进

行比对。 当验证员人工读取旅客身份证件
信息的同时， 系统便可完成旅客脸部图像
与身份证件图像的比对， 并给出判别提示
结果， 辅助安检验证员完成对旅客乘机证
件及身份的辨识。

“这相当于增加了一道安全保护屏障，
而旅客过安检时和平常并无区别，无需特
意对准摄像头摆拍。”邹斌介绍，人脸识别
系统可以克服人工识别的疲劳度和不确
定因素，还大大降低了核查时间，由过去
人工识别的20至30秒提高到现在人均检
查约2秒。

� � �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肖坤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近日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行业扶贫工作的意见》(简称“《意
见》”)，压实行业部门责任，推动部门职能和行
业资源进一步聚焦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

我省行业扶贫， 包括产业扶贫、 金融扶
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健康
扶贫、生态补偿脱贫、兜底保障、建档立卡贫
困农户危房改造、 交通建设、 水利建设等内
容。《意见》 进一步明确细化了行业部门脱贫
攻坚职责任务。如产业扶贫，由省农委牵头，
省扶贫办、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省
经信委、省旅发委、省林业厅等部门配合。产
业扶贫任务包括：推行“四跟四走”产业扶贫
方式，瞄准贫困村、贫困户，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 完善贫困农户与经营主体之间的利
益联结机制，精心筛选项目，加强项目管理，
加强产业扶贫的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 提升

产业扶贫效益；结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选准贫困村主导产业和贫困户脱贫产业；大
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电子商务、乡村旅游
和相关服务业， 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让贫困户更多分享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增
值收益。

《意见》要求，各行业部门要立足脱贫攻
坚大局， 将部门职能和行业资源进一步聚焦
到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村和贫困县，做到项
目优先安排、资金优先保障、工作优先对接、措
施优先落实。 尤其是要围绕脱贫攻坚的目标任
务， 紧扣贫困村提升和贫困户“两不愁、 三保
障”，集中力量解决行业扶贫中的短板和突出问
题。 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开展行业扶贫专
项督查巡查，及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
题。对行业扶贫责任落实不力、年度任务未完成
的单位和个人， 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情况报
告省委、省政府，严肃问责追责。

“中国好人·声音故事”
活动进长沙乡村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周梦玲）为充分发挥道德模范、
中国好人的示范带动作用，14日，以

“重塑乡贤·大爱有声”为主题的“中国
好人·声音故事”活动，走进长沙市岳麓
区望岳街道藕塘村，贺国辉、廖月娥等
中国好人、道德模范、新乡贤与农民群
众零距离接触， 讲述自身好人故事，传
播正能量。

这次活动由省文明办指导， 湖南文
明网、 长沙市文明办、 岳麓区文明委主
办。 活动现场， 一个个好人故事通过情
景剧、花鼓戏、诗歌朗诵等“接地气”的形
式讲述出来， 让农民群众在欢声笑语中
感受到道德的光辉。其中，望岳街道“本
土”的“中国好人”贺国辉的故事深深打
动了当地居民。2015年冬天， 在街道金
峰农安小区开理发店的贺国辉感恩在寒
风冷雨中默默奉献的环卫工人， 在小区
内发出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服务的倡
议，周边的包子店、药房、超市、水果店等
纷纷响应，签署“小巷有大爱，情暖环卫
工”爱心承诺书，挂上“环卫工人爱心驿
站”服务牌，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理发、
早餐、茶水、医药、缝缝补补等各类便利
服务， 让百余名环卫工人感受到城市的
温暖。

现场，藕塘村授牌“中国好人·声音
故事进乡村培训基地”，当地乡贤代表还
成立了“好人之声”志愿服务队，将通过
光碟、书籍流动传递“中国好人”声音故
事。

� � � � 6月18日，向魁胜（右二）与同事研究案情。 通讯员 摄

行业扶贫压实责任
推动部门职能和行业资源聚焦贫困

“精准扶贫”专题文艺晚会上演
今年湖南惠民演出将达15000余场

营造“不想腐”的浓厚氛围

衡阳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从严治党在路上
孤儿基本生活费被“顺走”，牵动纪委书记的心———

侵害群众利益，绝不姑息！

提高过检速度 增强安全保障

黄花机场过安检需“刷脸”

中西版画“对话”星城
6月16日，长沙市裕湘纱厂，市民在参观艺术展。当天，来自美国的艺术家恩迪·珀斯

科维奇与中国版画艺术家罗湘科，联合举办主题为“不是‘东’‘西’”的版画展。展览共展出
作品93幅，展出时间持续至7月2日，市民可免费观赏。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卓子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 （通讯员 胡邦建
记者 陈薇）6月16日晚，湖南省文化厅“精准
扶贫”专题文艺晚会巡演暨2017年“送戏曲进
万村，送书画进万家”惠民演出启动仪式在怀
化会同县举行，现场近3000人观看了演出。

晚会紧紧围绕“精准扶贫”主题，节目内
容丰富而又形式多样。话剧《十八洞》片段、
花鼓小戏《今天有客来》、湘北大鼓《双拜年》、

小品《谢谢你的“渔”》、湘剧《月亮粑粑》片
段……这些精心编排的节目描绘了全省精准
扶贫道路上的美好画卷， 为现场观众送上了
一顿丰盛的文化大餐。

据悉， 今年省文化厅将面向全省开展惠
民演出15572场， 其中到贫困乡村演出5808
场，送书画作品2万余幅，让群众享有更多的
文化获得感。

寻找最美纪检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