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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康锋辉 贵术中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张家界天门山被誉为“湘西第一神山”、“武
陵之魂”，蜚声世界。天门山下，一位在此生活52
年、从事纪检监察工作23年的“老纪检”，也被各
界所称道。

他叫许云锦，现任张家界市纪委副书记，近
20次被评为省、市级“先进工作者”，最近又获
得第六届“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殊荣。

6月21日， 记者来到天门山下， 走近许云
锦，感受这位“党的忠诚卫士”的魅力。

“群众叫我 ‘许青天 ’，这是
褒奖，更是鞭策”

2014年春节前夕，永定区部分群众反复集
体举报，称官黎坪南路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基层
党员干部相互勾结，肆无忌惮弄虚作假、优亲厚
友，骗取国家拆迁补偿资金。

问题线索反映到市纪委， 有人认为市纪委
过问一下就可以了，不要用“高射炮”打“蚊子”，
直接交给永定区纪委查办。

许云锦认为，群众反映如此强烈，表面上看
是基层党员干部小打小闹的“蝇贪”，但暗地里
可能波诡云谲。

在市纪委常委会上，许云锦主动请缨，市纪
委第二纪检监察室牵头成立审查组， 全面介入
调查。

开弓没有回头箭，调查取证全面展开。由于
案情复杂，涉案人员众多，许云锦陪着审查组成
员一起，春节都没有下“火线”。

随着调查步步深入，一个多人联手、瞒天过
海损害群众利益、 骗取国家拆迁补偿资金的窝
案，水落石出。最终，该案党纪政纪处分15人，
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1人、3人因失职渎职
挨了板子， 挽回直接经济损失5000余万元，并
标本兼治构筑起制度的“笼子”。

“窝案”大白天下，当地群众拍手称快，“许
青天”的名号从此越叫越响。

“群众叫我青天，我愧不敢当，这是褒奖，更
是鞭策。我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能不负人民
群众的期望。”在人情与法纪的天平之上，许云
锦自知轻重。

几年间， 他带领同事运用“5+2”、“白加
黑”工作模式，啃下了一个个“硬骨头”，组织
查办案件近2000件， 占全市查办案件总数的
80%，其中查办处级领导干部90人，移送司法
机关14人。

“该怎么查就怎么查， 不要
看我脸色”

2016年底，市纪委班子换届，许云锦是唯
一留任的纪委副书记。

今年6月初，许云锦接到下级纪委的电话，
称在查处一起土地拆迁违纪案中， 涉及到许云
锦的一个亲戚，心中难免犯嘀咕。

“该怎么查就怎么查，不要看我脸色。”许云
锦没有丝毫含糊。

提起此事， 许云锦这样跟记者说：“人非草
木，孰能无情。每每遇到此类情况，我的心底总
会萌生缕缕难言的纠结，但我别无选择。”

无独有偶。两年多前，一个亲戚提着果篮来
到许云锦的家里。寒暄之后，亲戚说明了他违纪
希望网开一面的来意。许云锦劝导亲戚，向组织
交代问题，接受组织处理。临别时，许云锦叫亲
戚把果篮带走。亲戚说，果篮只是小意思，执意
将果篮留了下来。

第二天， 家人打开果篮， 发现了一个大红
包。许云锦给那个亲戚多次打电话，叫他把红包
拿回去。亲戚却再三推诿。

许云锦给他下最后通牒，再不将红包拿走，
就把红包交给市纪委， 彼此之间的亲戚关系都
不要了。亲戚只好取回红包，老老实实接受组织
处理。

“从纪23年来，经历朋友、学生、同事乃至
亲人无数次希望‘关照’、‘通融’的请求，我从未
让纪律和原则蒙尘。”许云锦说。

自己的精神支撑，就是天地良心
教师出身的许云锦， 在审查谈话中总能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一句“你相信组织，组织就相
信你”，往往成为让审查对象开口说“事”的金牌

“导语”。
2016年上半年，市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在

查办某案时， 身为资深法律工作者的当事人田

某胜，反调查能力很强。
身为分管领导， 许云锦缜密分析、 带头上

阵，在审查谈话中攻其“要害”、打其“七寸”，一
举攻破田某胜的心理防线。 一度陷入僵局的案
件审查工作峰回路转，田某胜被“双开”并移送
司法机关。

“他总是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创新函询理
念，建立二次函询制度，帮助一批有轻微违纪反
映、但思想上有顾虑的党员干部说清问题，得到
组织的从轻处理。”说到许云锦，市纪委案件监
督管理室副处级纪检员李宁由衷钦佩。

慈利县原副县长向佐彬就是其中一位。
2016年3月， 查办慈利县移民开发局几任领导
班子套取私分移民后扶专项资金的“窝案”大幕
初起，作为前任局领导班子“班长”的向佐彬主
动找到许云锦说明自己的问题。

“你相信组织，组织就相信你。”许云锦告
诫已任慈利县副县长的向佐彬， 建议其以书
面形式向组织老实“坦白”。向佐彬听了建议，
如实向组织说明主持召开局班子会决定套取
部分移民后扶专项资金、 收受红包礼金的相
关问题。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向佐彬认错悔错态
度诚恳， 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市委常委会批
准，对其从轻实施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被给予
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尽管在随后的
县政府领导班子换届中没有被继续提名， 但向
佐彬心服口服。

“监督执纪， 除去的是阴霾， 拥有的是蓝
天。”许云锦说，自己的精神支撑，就是天地良
心———天是党和人民，地是父母家人，再加上自
己的人格和良心。

寻找最美纪检干部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邱鹏 刘魁春

6月16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住在衡阳县西
渡镇米子社区的杨秀英、 万美兰两妯娌准时起
床。 二媳妇杨秀英像往常一样给公公刘学仁倒
小便，满媳妇万美兰扶着公公坐起身。7时许，杨
秀英煮好米粉，并煎一个鸡蛋，递给公公吃……
这样的生活场景，连续上演了13个年头。

吃完早餐，今年83岁的刘学仁又像往常一
样，被两儿媳搀扶到床上。记者看到老人面色较
好，略显清瘦。老人说：“两个儿媳对我太好啦，
没有她们照料，我不可能活到今天。”

“我是1996年嫁到刘家的，那时老人六十
出头，刚从工厂退休。”万美兰说，在职时，老人
是厂里的翻砂工， 有一次被砂轮击中头部右动

脉，埋下了中风祸根。
“那时婆婆也是一身病， 六月天都要穿棉

袄，种菜、煮饭等家务事都落在公公身上。”杨秀
英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老人的岳母娘已有
70多岁，瘫痪在床6年，老人为她端饭喂汤、倒
屎倒尿、翻身擦背，直到她去世。“后来我公公也
瘫痪在床，我们也要尽一尽做儿媳的孝心。”

万美兰记得，2004年11月6日早上，老人突然
发病，出现高血压中风症状，家人立即送老人到医
院抢救。老人住院期间，两儿媳轮流照顾，端水送
饭、倒屎倒尿，每天还要翻身七八次，晚上要熬稀
饭给老人吃。老人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病情稳定
后就出院了。经过精心照顾，老人由进院时身体没
有知觉，出院时已能辨清两个媳妇的模样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万美兰说，2007年，婆婆

因病去世，公公精神一下垮了。那时，她和杨秀
英都有两个小孩，大的8岁，小的才3个月。尽管
有难处， 两儿媳仍像照顾自己的父亲一样照顾
公公。为让老人吃好，她们变着花样，中、晚餐每
次做三四个菜。杨秀英听说鱿鱼丝、当归炖猪脚
煲汤能缓解老人中风疼痛，她凌晨5时起床去市
场购买鱿鱼丝和当归。

有年冬天的一个深夜，老人高血压中风突然
发作，疼痛难忍。呻吟声惊醒了杨秀英，她一骨碌
从床上爬起，来到老人身边，搀扶他坐在床边，喂
水送药，稳定病情。万美兰马上拨打医院急救电
话，由于抢救及时，把老人从死神身边拉了回来。

为了减轻家里经济负担， 万美兰帮人打零
工贴补家用。她一年到头难得添置一件新衣，一
件棉衣穿了五六年。去年12月，她丈夫患癌症离
开人间。 为了不使老人精神受刺激， 她强忍悲
痛，没有向老人提及丈夫去世的事。料理完丈夫
的后事，她擦干眼泪，仍像往常一样照顾公公。

记者问万美兰，久病床前无孝子，你和杨秀
英想过放弃吗？万美兰说：“我们从没这样想过。
只要老人过得好一点，我们再苦再累也值得。”

� � � �他，一次案件审查就挽回经济损失5000余万元，被群众赞为“许青天”；他，面对亲戚违纪，坚
定地说“涉及到我的亲戚，该怎么查就怎么查”。他就是张家界市纪委副书记许云锦——

“不让纪律和原则蒙尘”

� � � �许云锦（左）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张治国） 在计划生育转型时期，
如何抓好社会抚养费征收是件令卫计人
员头疼的事情。手段过“软”，征收不上
来；手段过“硬”，怕引起干群矛盾。2015
年以来，涟源多管齐下、大胆创新，从宣
传教育、惩戒手段、征信管控3个方面综
合发力， 助推了社会抚养征收工作的有
序开展，今年1至5月，社会抚养费入库达
2136万元。

社会抚养费征收要取得突破， 氛围
环境是关键。 涟源市仅仅抓住“宣传造
势、营造氛围”这个关键点，3年来，每年
都组织30辆广播车深入村组巡回宣传；
编辑20万册《计划生育新政》， 印发到
户； 乡镇两级干部包干负责与群众面对
面交流计生政策，做到政策家喻户晓。

法律支撑是保障， 对于违反计划生
育的人群，该市拿出“硬办法”，由市人民
法院挑选出5名法官组成非诉讼案件执

行局， 常驻卫计局机关合作办公。从
2005年以来，法院共立案8110件，执行
7106件。不仅如此，对于流出的户籍人
口，法院非诉案件执行局组织精干力量，
跨省执行社会抚养费征收， 办理案件
150余起， 在流出的户籍人口群中产生
了强大的震慑力；对本地人群，则通过法
院和征收局合作办案，违法必追，违法必
惩，3年来， 全市因违反生育政策拒缴抚
养费的达646人次，执行金额896万元。

征信是手段，对法院裁定后未执行的
“老赖”，该市则利用最高法院的征信平台，
把法院裁定案件未执行人列入“黑名单”，
限制其乘坐飞机、高铁、高级宾馆住宿、银
行贷款、办理工商执照、购买车辆等，通过
征信管控，促进社会抚养费的缴纳。

“三力合一” 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机
制，既依法依规，又春风化雨，为涟源打
开了整个计划生育工作局面， 助推了基
本国策的落实。

“宣教、惩戒、征信”三力合一
涟源破解社会抚养费征收难题

新湖南客户端6月22日讯（记者 彭
彭）“千里湘江，清流如玉，碧水青天融一
处。水随天去，一望无际，遥岑远步探求
索……” 今天上午，9名青春正盛的中学
生在长沙橘子洲的“湘江宣言”雕塑前，
许下“走读湘江” 的誓言， 开启了湖南
2017年“走读湘江”绿色游学活动。

由湖南省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指导， 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
会主办的“走读湘江”绿色游学活动 ,行
程为期9天，以位于永州蓝山县的湘江源
为起点，一路途经永州、衡阳、湘潭、株
洲、岳阳以及长沙等6个城市；游学内容
以湘江流域生态保护与历史文化为主
线，造访湖南四大书院，考察衡阳水口山
矿厂、株洲清水塘工业区等厂矿区。

该活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参加游
学的青少年能从湘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变
迁、 湘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发展两个方面
出发，多角度考察湘江的情况。行程中，
小营员们需要在环保人士指导下用专业
工具进行水质检测，撰写环境研究报告、
每天记录游学体悟。

记者了解到，在游学活动中，小营员们
每天记录的游学体悟将以游学日志的形
式择优在新湖南客户端“湘学”频道“走读
湘江”特别栏目上发布。据湖南省环保志愿
服务联合会会长何建军介绍，本次活动是
“走读湘江”绿色游学的首期活动，联合会
计划还将在暑期招募新营员，继续开展“走
读湘江”绿色游学活动，让湖南更多青少年
能亲身参与到保护母亲河的行动中来。

探访湘江源 保护母亲河
“走读湘江”绿色游学活动长沙启动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近日，衡阳市委书
记周农来到衡阳县界牌镇界江小学地质
灾害隐患点查看护坡加固项目。据悉，该
隐患点为2014年被发现，因严重威胁到
附近一栋教学楼与周边居民的安全，于
2015年投资236万元对其进行整治，目
前正常投入使用。

自4月上旬入汛后， 衡阳市建立市、
县、乡镇三级隐患排查巡查制度。近3个月
来，该市国土资源部门已进行4轮排查，查
明地质灾害隐患点1643处，目前有20处重
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近百处中小型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在施工。各地根据
排查巡查掌握的隐患点发展变化情况，制

定应急转移预案、应急避险措施，配备了
口哨、铜锣等简易监测预警工具，并设立
警示标志。对已知的隐患点，在汛期，尤其
是强降雨期间，严格落实县级领导联点和
部门、 乡镇领导具体包干的捆绑责任制，
实行点对点、人盯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盯
守，实现监管不留真空，防范不留死角。

衡阳市国土资源局地质环境科工作
人员阳兵华介绍，汛期实行地质环境科、
地质环境站双岗多人24小时值班值守制
度。 各县市区国土资源部门强化值班值
守工作，确保通讯畅通，信息报送及时准
确。一旦发生灾情险情，做到报告迅速，
及时启动应急响应，主要领导深入一线，
靠前指挥。

衡阳严防地质灾害发生
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1643处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梁晖）为深入推进“项目攻坚年”
活动，近日，株洲市芦淞区印发重点建设
项目效能问责暂行办法， 明确向项目建
设中懒政怠政乱政行为“开刀”。

暂行办法列出了9种问责情形，包
括项目进度严重迟缓 、存在“吃 、拿 、
卡、要”现象、监管责任履行不力等。同

时，将征收征拆中的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纳入问责范围。还明确了8种效
能问责方式，分别为责令书面检查、诫
勉谈话、通报批评、停职检查、降职使
用、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免职等。受
到问责的单位及责任人员， 需追究纪
律责任的， 依照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向懒政怠政乱政行为“开刀”
芦淞区为项目建设立规矩

13年如一日———

两儿媳精心照顾瘫痪公公

老百姓的故事

空中花园
校园新景

6月22日， 从空中
俯瞰湖南农业大学图
书馆顶层新建的立体
绿化景观花园，清新绿
意扑面而来。这处面积
为6400平方米的屋顶
立体景观花园栽种了
多种植物，其间设有栈
道和木质楼梯相连，方
便师生漫步赏景。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袁胜建

摄影报道

�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四是短信查询。高考成绩查询：中国

移动用户通过发送“CJ#”加“考生号”的后10
位 (如 :CJ#0102030405)到 1065899261
查询；中国电信C网用户通过发送“CJ#”
加“考生号”的后10位(如:CJ#0102030405)
到1062899261查询；中国联通用户通过
发送“GKCJ#”加“考生号”的后10位(如:
GKCJ#0102030405) 到1062899261查
询。

高考录取信息查询：中国移动用户通过
发送“LQZT#”加“考生号”的后10位(如:
LQZT#0102030405) 到1065899266查
询 ； 中 国 电 信 C 网 用 户 通 过 发 送

“LQZT#”加“考生号”的后10位（如 ：
LQZT#0102030405）至1062899266查
询 ； 中国联通用户通过发送“GK-
LQDT#”加“考生号 ”的后 10位（如 ：
GKLQDT#0102030405）至1062899266
查询。

�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我去过全国很多地方，但大湘西的

山水很具魅力， 仿佛是很多幅天然的画
卷，有烟雨山城，有淳朴的少数民族，有
古城山寨， 这些都是画家们创作的最好
素材。”刘大为说，在湘期间，考察团一行
深感湖南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荟萃，名人

辈出， 湖湘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湖南的发展变
化特别大，每到一处，艺术家们都迫不及
待地写生、创作、拍摄。会更多地把此次
行程中的所见所闻通过作品表现出来。
还会把收集到的情况，如实反映到将于7
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上去。

�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省气象局副局长潘志祥分析， 此次

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降水强度强、持续
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为湖南入汛以来最
强降雨过程，且暴雨带将在沅水、资水以
及湘江中下游来回摆动， 形成流域性洪
涝的可能性大， 雨水汇集至洞庭湖区可
能造成超警戒水位。

省气象局今天还举行了全省气象灾
害预警服务部门联动会议， 对即将到来

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及对湖南造成的影响
进行联合会商研判。气象部门提醒，相关
部门需全力做好应对准备， 防御持续性
强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域洪水、 山洪以
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
注意沅水、资水、湘水中下游及洞庭湖区
可能发生的流域性洪涝； 关注山塘、水
库、尾矿库的防汛安全，做好防汛调度；
防范短时强降水、 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造成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