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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近期，长沙市、浏阳市严肃查处了长沙市
维稳办调度协调处副处长蒋文生、 浏阳市维
稳办副主任蒋雪峰等人违规公款吃喝典型问
题。6月21日，省纪委对有关情况进行了通报。

一顿饭换来4个处分
2016年12月6日， 蒋文生因私到浏阳市，

当日晚餐在浏阳城区某餐馆宴请其朋友，并
邀请蒋雪峰参加。用餐过程中，蒋雪峰安排浏
阳市复退战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抽调人员
胡范舟给在场人员每人发放软芙蓉王香烟一
包， 并结算含香烟款的餐费共计1790元。事
后，蒋雪峰、胡范舟将当日餐费以处置群体上
访工作用餐为由在单位报销。

最终， 蒋文生违规接受下属单位公款宴
请，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长沙市
维稳办调度协调处副处长职务；蒋雪峰、胡范
舟违规使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宴请费
用， 蒋雪峰还存在与社会人员交往中言行失
当、有违社会公德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并被免去浏阳市维稳办副主任职务，调离
岗位；胡范舟受到行政警告处分；浏阳市维稳

办主任孙仕定在发票审核中把关不严， 受到
诫勉谈话处理。

通报指出，蒋雪峰、蒋文生等人置中央和
省委三令五申于不顾，心存侥幸、我行我素，
顶风违纪，以处置群众上访为名，行公款吃喝
之实，触碰纪律红线，性质严重，影响很坏。对
该案的严肃查处，彰显了从严从紧抓纪律、驰
而不息纠“四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体现了贯彻落
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动辄则咎，释放越往
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中深刻汲取教训， 切实
引以为戒。

牢记公权姓“公”不姓“私”
“必须严守纪律底线。 必须严明规章制

度。”省纪委在通报中强调，党的各项纪律规矩
是“带电的高压线”，党员领导干部违法往往从
破纪开始。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意识、规矩
意识，把纪律、规矩刻印在心，养成纪律自觉，不
触“红线”，不踩“底线”，明规矩、知敬畏、存戒
惧，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牢牢守
住做人做事、为官从政的边界底线，永葆共产党
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党员领导干部特

别是一把手要从自身做起，既要带头遵守、严格
执行规章制度，又要敢于担当、敢于负责，对涉
及公务接待、公款消费的，更要严格执行标准、
严格审核把关，坚决杜绝嘴上说说、纸上写写、
墙上挂挂，真正把规矩立起来、严起来，让制度
的力量充分释放。

“必须严格公私界限。 必须严肃执纪问
责。”通报强调，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
部，一定要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准则，坚持公私
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要始终牢记公权姓

“公”不姓“私”，党性原则不可丢，严格公私界
限，严守公私底线，一心为公、谨慎用权，不为
私欲所动、不为私情所困、不为私利所惑，做公
私分明、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表率。各级党组
织要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把纠

“四风”、树新风往深里抓、实里做，不断擦亮作
风建设的名片。要坚持严管就是厚爱，对党员
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
督。要挺纪在前，抓早抓小，发现问题及时咬耳
扯袖、红脸出汗，谈话提醒、督促改正。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要咬住“四风”问题不放松、不歇
气，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在执纪审查中发现
的“四风”问题线索，深挖细查、决不放过，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一律通报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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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滕珊珊

“包茂高速麻阳至凤凰方向发生追尾
事故，有伤者，请求救援。”6月19日12时28
分，麻阳中医院急诊科电话响起。

急救小分队3人立刻出发，120救护车
一路鸣笛，仅用了10分钟赶到了15公里外
的事故现场。

“师傅，还好吧？身体能不能动？哪里
受伤了？”医师韩敬趴在小型货车驾驶室
车窗上，抬头踮脚询问伤者。这辆小型货
车与一辆大挂车追尾，前挡风玻璃全碎，
驾驶室严重变形， 驾驶员和副驾驶人员
双脚被卡，无法动弹，副驾驶人员头部受
伤血流不止。

“来，一、二、三！”韩敬与救护车司机满
东合力将副驾驶室的车门掰开， 护士李慧
立即给副驾驶室的伤者包扎伤口， 并用头
部网套固定止血。

主驾驶室的车门全变形了， 根本打不
开，消防官兵还在赶来的路上。韩敬观察货
车司机，见他说话虚弱，满头大汗、脸色苍
白，担心会出现休克情况。于是，招呼护士

李慧给货车司机测量血压。
驾驶室有1米多高， 李慧尝试踩着轮

胎向上爬， 无法测量血压和实施救助。“我
在下面撑住你。”韩敬用双手全力将李慧撑
托着， 以保证李慧空出双手为货车司机测
量血压。随后，两人又用这种架“人梯”的方
式为伤者进行静脉输液。

救护车司机满东见现场找不到足够高
的托杆，爬上驾驶室车顶，用手举着输液瓶
为伤者输液，当起了“人体输液架”。

12时44分，县消防大队救援队赶到现
场。路政、交警已对事故现场道路做了应急
处置。消防官兵一边安抚被困人员情绪，一
边利用液压扩张器和液压顶杆， 对驾驶室
进行扩张和顶撑， 这两名困在驾驶室的伤
者被救出送上救护车。

医务人员发现， 受伤司机被压住的右
脚下面流了一大摊血， 失血过多的他随时
面临着血压骤降而濒临死亡的危险。13时
08分左右，两名伤者转移到医院，两人全
身多处严重骨折，立即被安排进行了手术。

目前伤情较重的司机在重症监护室接
受观察，情况逐渐趋于稳定，而伤情较轻的
伤者手术后已转到骨科病房。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谢璐 通
讯员 卢建群）“感谢你救了我儿子的命！你
真是雷锋家乡的‘活雷锋’！”今天上午，一
名素不相识的湘阴籍男人通过多方打听，
来到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街道西塘村党
员喻国庆的家，紧紧握住他的手不停感谢，
还拿出厚厚的“感谢金”。“这是我应该做的
哩。”喻国庆憨厚地笑笑，婉言谢绝。

喻国庆今年50岁， 开着一家小规模的
环保砖厂。昨晚10时左右，送货回来的他驾
驶货车行驶在雷锋北大道靖港镇复胜村路
段，前方50米左右有一辆雪铁龙轿车，突然
一辆电动车从岔路口冲出， 轿车紧急避让，
由于车速过快，撞断路边一棵樟树，打了几
个圈后，直接跌入一条数米深的水沟。

喻国庆见此情形，赶紧停下车，不顾
沟深壑险，沿着陡坡滑到水边。轿车离岸
边有3米远，他并不会游泳，可看到车子
在水里缓缓下沉，他心急如焚，来不及多
想，衣服鞋子都没脱就跳下水，朝车子奋
力蹚过去。

来到轿车边， 他发现司机是个年轻小
伙，手部、脚部、胸部均受伤，人还被卡在驾
驶座上出不来，正痛苦地呻吟。手边没有工
具， 他勇敢地用自己的双膝撞碎后挡风玻
璃，打开车门，小心翼翼地将司机慢慢拖出
来，放置在车顶，同时高声呼喊经过的路人
报警。

年轻小伙刚刚经历一场浩劫， 身上的
伤又疼痛不已，吓得慌了神，不停哭泣，喻
国庆便留在车顶悉心守护、安慰，陪着小伙
一起等待救援。车子在淤泥中一点点下陷，
淤泥很快淹到了两人胸口，他内心有恐惧，
但更多的是义无反顾的坚定。

约十分钟后，公安、交警、消防、医护人
员均抵达现场， 在多方配合与喻国庆的极
力帮助下，终于将司机救上岸，送至区人民
医院急救。家属含泪请他留下联系方式，他
摆摆手：“人平安就好！”说完就开着车默默
离开了现场。

据了解，目前受伤司机伤势已无大碍，
正在留院观察。

省纪委通报一起违规公款吃喝问题典型案例———

哪怕是一顿饭，也要严守公私底线
高速路上出车祸，搭起“人梯”救伤者

雷锋家乡又出“活雷锋”
夜遇交通事故，五旬党员奋力营救

浏阳破获特大跨省贩毒案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孙

承禹 颜楚）今天，浏阳市警方通报破获一起特大
跨省贩毒案，斩断了一条由广东汕尾至湖南长沙
的贩毒通道， 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 缴获冰毒
12066.83克、麻古5.95克，收缴各类管制刀具9把。

去年11月，浏阳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在办案中
掌握了一条重大涉毒线索：一个绰号叫“野哥”的
男子谢某与广东省汕尾市的涉毒人员陈某联系
密切，有重大贩毒嫌疑。经深挖、追踪，一个由广东
汕尾购进毒品冰毒到长沙和浏阳城区进行贩卖
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该团伙成员众多，网络结
构复杂，交易频繁，数量较大。浏阳警方迅速抽调
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历时半年，辗转湘、粤两省
多地， 将涉嫌犯罪团伙的网络结构全部查清。今
年3月， 在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和长沙市公安局统
一调度指挥下，专案组民警兵分三路，在长沙、株
洲、浏阳三地对该团伙成员实施抓捕，一举将犯
罪嫌疑人陈某、谢某等主要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校车应急救援演练
6月20日， 长沙市交警支队高新大队在辖区开展“校车安全应急救援演练” 活动， 组

织学生实地操作演练， 指导学生如何使用安全锤、 灭火器等设施， 提高学生规避风险和自
我保护能力， 并对驾驶员正确使用灭火器进行现场考核。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