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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肖湘东 黎鹏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曾春元，从事纪检监察工作17年，深耕
执纪审理岗位12年，多次受到表彰。今年2
月，他被湖南省委、省政府记一等功。

6月21日，记者采访曾春元，这个43岁的
中年男人略显腼腆。朴实的背后，凝聚的是
他十余年如一日的责任坚守和使命担当。

“行走的办案手册”
在曾春元办公室，静静地摆着一本他主

持编撰的工具书———《案件模板实用手册》。
这是他12年执纪审理实践中的经验和心得。

“总有很多人打电话问我，这个案子该
怎么处理，那个案子该怎么把握。我就想，干
脆出个手册作参考，把大家容易碰到或者不
好把握的问题分篇讲清楚。” 曾春元道出编
撰手册的初衷。如今，手册已经分发到耒阳
市各乡镇和部门的纪检监察工作人员。

在耒阳业界，曾春元有“行走的办案手
册”之称。

“执纪审理是保障纪律审查质量的最
后一道防线，如果业务不熟练，怎么准确定
性量纪？”曾春元说，这是对党纪党规负责，
也是对审理对象负责。

2013年底，省纪委调查处理“衡阳破
坏选举案”。因涉案人员较多，需要抽调执
纪审理人员。曾春元被“点将”参与其中，按
质按量完成了任务。

2014年8月， 耒阳市查处耒水河道违
章建筑案，涉及6个单位数十名党员干部，
案情复杂，时间紧迫。牵头领导马上想到曾
春元，请他领衔的案件审理室提前介入，厘
清责任、定性量纪，提出处分建议提交纪委
常委会讨论。曾春元克服困难，埋头奋战，
准确及时给出处分建议， 相关责任人心悦
诚服，领导为他请功。

这些年，遇到业务上的急难任务，领导
往往会想到曾春元， 而他每次都能出奇制

胜。去年4月，省里对耒阳市党风廉政建设
情况进行督查，从耒阳市纪委、市委组织部
抽选20名干部测试党纪党规掌握程度，曾
春元得了满分，督查组领导非常赞赏。

“软硬不吃”，一把尺子量到底
“他这个人有个特点，认死理，按程序

做事。外头有人威胁也好，求情也好，反正
是‘软硬不吃’。”分管案件审理室的耒阳市
纪委常委吕剑评价曾春元说。

曾春元表示：“办案过程中总会有各种
外界压力，找各种理由来减免处分。如果我
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 党规党纪不就形同
虚设了吗？”

“你在耒阳也有亲戚朋友，都是抬头不
见低头见的， 还想好过不?”2016年6月，曾
春元接到这样一条短信。

彼时， 他正执纪审理某司法干部吸毒
案。由于这名干部多次吸毒，依规定性量纪
要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但是他不仅没有反
省自己行为， 反而认为是曾春元砸了自己
的饭碗，不断进行威胁恫吓。

曾春元没有屈服。 他回复对方：“纪委
给你的处分依纪依规， 你现在只有戒了毒
瘾改过自新才是正道!”

换个温情的求情方式， 曾春元同样不
吃这套。

2014年2月， 曾春元执纪审理衡阳版
“雷政富”案涉案人员。按其违纪事实和情
节，曾春元给审理对象予撤销党内职务、行
政撤职处分。

对方搬来了曾春元曾经的老领导打感
情牌。老领导打电话隐晦求情：这个人平时表
现不错，为耒阳市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全

国和省里都多次获奖，能抬抬手就抬抬手，降
低一个档次处分吧。曾春元反过来说服老领
导:“我也知道他作出过贡献，但功不抵过，我
不能因此亵渎党纪党规的威严啊!”

“我的底气，来源于自身干净”
之所以敢于较真坚持原则， 曾春元直

言：“自身干净，才能有底气，才能敢担当！”
他不恋权， 副科级职务一任21年，从

不跟组织提待遇、谈要求。
他不谋私， 妻子毕业于省内有名的医

学本科院校， 在耒阳市中医院工作20年，
目前还是一名普通医生。

在金钱面前，他也站稳了立场。
今年3月，曾春元对党代表和党员违纪

违法未给予相应处理情况进行排查清理
时， 发现一村支书和村主任曾因打架受到
治安处罚， 虽因情节轻微被检察院免予起
诉，但根据纪律处分条例，应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处分。 为达到在换届中继续提名的目
的，该村支书和村主任托人来找曾春元，送
烟送酒送“信封”求情。

请托人到了办公室， 曾春元直接表明
态度：“我的办公室有摄像头， 你自己看着
办！”到了自家楼下，曾春元紧锁家门，坚决
不让其进门。对方来回跑了七八次，次次都
碰一鼻子灰，只好罢休。

曾春元的妻子有个亲戚是村支书，因
存在“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被立案审查。
这名村支书内心对党还有感情， 其他处分
都能接受，就是希望能免于开除党籍处分，
便找到曾春元的妻子求情。 曾春元同样不
顾情面， 一句话点醒妻子:“这样的事照顾
了亲戚，别人会怎么说我，工作以后还怎么
干？”此后，再有人来托妻子说情，妻子都拒
绝:“春元的工作，我从不过问。”

“我一个农家子弟，通过读中专有了这
样一份工作，我只有感恩，只想拼尽全力去
回报。”曾春元对记者说。

寻找最美纪检干部

� � � �他坚守执纪审理岗位12年，以党纪为戒尺，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顶住了一个个威胁或说情。党的十八大以来，
经他审理的800余起违纪案件，没有一起撤销或变更处分决定。他，就是耒阳市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曾春元———

用党纪之尺丈量忠诚

衡阳问责利剑
斩向不作为乱作为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肖湘东 王卫全 胡阳）耒阳市大市镇在村（社区）党
组织换届工作中存在资格审查不严格、 党委推荐不
规范以及计票统票等具体工作不细致的问题，6名相
关责任人被追究责任……近日， 耒阳市纪委连续发
布5期问责通报，对“为官不为”“为官乱为”者实行问
责。近1个月，该市有32人因在环保、换届、扶贫等工
作中不作为、乱作为被追究责任，其中受到党纪政纪
处分11人、组织处理21人。

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农介绍，
去年7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正式施行。今年
以来，市委、市纪委用好问责“撒手锏”，以强有力
的问责倒逼责任落实，释放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
强烈信号， 为重构政治清明的新衡阳打下一剂强
效针。

据了解，今年，衡阳市在扶贫工作中，发现一些
干部“应付了事”，突出表现为贫困户识别不精准、贫
困人口脱贫不精准，结对帮扶不到位、贫困户档案管
理不规范、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不能按期完工等。今
年4月，市委、市政府出台《脱贫攻坚工作问责办法
(试行)》，明确规定7大类36种予以问责的情形，包括
对脱贫攻坚工作不重视、不担当、不作为，扶贫项目
资金使用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等。至6月25日，全市共
问责150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1人，56人受到党纪政
纪处分，3人被免职。

同时，为了让环保问责制度化、规范化，衡阳市
出台《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试行)》等文件，层层分
解责任、传导压力。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
执纪问责，开展环境保护领域“为官不为”专项整治
工作。至6月25日，全市共对因突出环境问题整改不
力、失职渎职的250名相关责任人实施问责，其中县
处级干部8人。

湖南第三届高校
土木工程学科院长论坛举行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曹正平 夏文辉）昨天上午，由省政府学位办主办、
南华大学承办的湖南省第三届高校土木工程学科
院长（系主任）论坛在衡阳开幕，来自省内18所高
校的土木工程学科院长（系主任）、教师代表共150
余人参加。

据悉，此次论坛以“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为主
题，旨在加强全省高校土木工程院（系）间的联系
与协作，交流各学院（系）在教学与人才培养、科研
与学科建设、 产学研合作及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
的先进经验， 整体推进我省土木工程学科的建设
与发展。

论坛持续2天，主要讨论“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背景下我省高校土木工程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共有3个议题， 分别为土木工程学科建设与评估、
土木工程学科可持续发展、 核电站全寿命周期土
木工程技术。

� � � � 5月27日，曾春元（右一）回访村民。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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