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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金凤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 � � � 名片
赵兆， 男， 汉族， 1981年6月

7日生， 湖南长沙人， 先后毕业于
中央音乐学院（本科）、美国南加州
大学电影配乐专业（研究生）。代表
作品《北京祝福你》《风吹麦浪》《阿
楚姑娘》《父亲》。 2014年，凭借《风
吹麦浪》 获得第25届台湾金曲奖
“最佳编曲人奖”。 现任湖南卫视
热播节目 《我想和你唱》《快乐男
声》音乐总监。

� � � � 故事
7月中旬， 天气闷热。 刚忙完

《我想和你唱》 节目彩排录制的赵
兆， 身体有些不适， 看上去十分
疲惫， 但脸上依旧带着腼腆的笑
容。

“为歌唱类音乐节目做音乐
总监， 对我来说是一种十分有意
义的历练。 因为不仅需要创作，
还需要考虑画面感、 明星的状态
和展现效果， 这让我学到了很多。
但身处在这些热闹之中， 我常常
怀念坐在电脑前安静做音乐的时
候， 感觉那个时候离音乐更近一
些。” 说到这里， 赵兆陷入了沉
思。

“我出生在音乐世家， 4岁
就开始学钢琴了。 经常在钢琴前
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很多人叫
我‘赵小姐’”。 回忆起小时候的经
历， 他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因为对音乐的喜爱和刻苦的
练习， 赵兆12岁凭借小号演奏考
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17岁进入
中央音乐学院。

大学毕业时， 父母希望他能
去有编制的单位过安稳的生活，
但他选择追逐内心的音乐梦。
“音乐是自由的， 我希望能够无拘
无束地进行音乐创作。” 坚持着这
种理念， 赵兆留在了北京， 开始
了“北漂”生活。“许多同学去了稳
定的团里， 但我没有。 我要靠自
己， 什么活都接， 经常熬夜作曲，
熬得头晕心慌。” 回想起那段经
历， 赵兆脸上带着微笑， 眼神却
十分坚定。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8年，
赵兆加入了北京奥运会开、 闭幕
式音乐团队。 当问及他参加如此
盛大的活动有没有担心自己不能
胜任时， 他自信地说： “当时我
觉得既然让我加入， 就说明我能
够胜任。”

此后， 赵兆的音乐之路越走
越宽， 不仅为全运会、 亚运会、
央视春晚等诸多大型节目进行音
乐创作， 还与莫文蔚、 李健、 韩
红、 成龙等许多著名歌手合作。
2014年凭借 《风吹麦浪》 编曲斩
获第25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编
曲人奖”。

“我不太在意之前发生的事
情， 不想给自己背上包袱。 过去
的一切不是光环， 而是经历。 我
只想接下去能做什么。” 正是秉持
着谦虚的态度， 赵兆获奖之后，
选择去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电影
配乐硕士学位， 开始了新的经历。

难道不想得更多奖吗？ 他坦
然地回答：“当然想，但我不会刻意
为了拿奖而创作音乐。” 说到这
里 ， 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
“我觉得拿奖和能力是画等号的。
当静下心来创作的时候， 当想办
法突破自己、 把音乐做到极致的
时候， 别人就会认可， 奖自然也
就来了。 而这种极致， 需要付出
时间、 精力， 需要具备创作能力、
审美水平， 诸多因素缺一不可。”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李秉钧
通讯员 朱若葵

“已清退上缴资金中，私油公供
2162.69万元， 私车公修77.85万元，
私费公报97万元，私车公洗18.26万
元，其他违规778.41万元……”

7月24日， 郴州市纪委传来消
息，该市通过两轮“私车公养”专项
整治重点监督检查， 清查单位1768
个， 存在违规的单位1585个， 涉及
8102人， 清理资金3134.28万元，已
清退上缴资金3073.3万元。

去年“五一”期间，郴州市纪委
在明察暗访中发现， 临武县财政局
原副局长李国标将其管理的公务车
辆加油卡放在家里， 其妻儿用此卡
给私家车加油并套取现金。

“这是典型的‘私车公养’问
题。 ” 郴州市纪委立即启动问责程
序， 对李国标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责令其在经济上全部退赔，并在
媒体曝光。 一张公务加油卡一天加
油6次， 却是给6台私家车加油……
一时间，“揩油局长”成为热词。

根据典型案例，经过多方调研，
郴州市纪委随即向市委、 市政府提
出了专项整治建议。 去年12月，《郴
州市“公车私养”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出台，全市开展“私车公养”问

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私油公供、私
车公修、 私费公报、 私车公洗成为
“私车公养”专项整治的重点。

该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在
专项整治中，郴州市构建起“自查+
检查+抽查”的立体整治体系。 仅在
自查自纠阶段， 郴州市就清理出资
金216.28万元，涉及847人。 自查自
纠结束后， 各县市区对本地各部门
各单位自查自纠情况开展一次重点
检查。

郴州市整治办从财政、 发改、审
计、 交警等单位抽调16名精干人员，
分成4个小组， 对自查自纠数额较少
的安仁、永兴、嘉禾3个县，及市交通
局、 市供销社等8个自查自纠零问题
（或少问题）的市直单位，进行了“私
车公养”问题专项整治情况第一轮重
点监督检查， 一下就追回财政资金
184.06万元。

该市坚持“自查从宽、 被查从
严、区别对待”的原则，对“私车公
养”问题实行“约法三章”，既体现纪
律的严肃性， 也实事求是地考虑历
史原因和当时的政策环境， 使问责
的“板子”真正打得准、打得狠。

一系列“针锋相对”的举措，让
“私车公养”问题无处遁形。

在苏仙区，“私车公养” 专项整
治清退问题资金252.9万元，取得阶

段性成果。“近5个月来，全区各级各
部门进一步排除了侥幸心理， 高效
推动了清理整治工作。 ”该区纪委有
关负责人介绍。

该区白鹿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黄建军的“私车公养”问
题，被严肃查处。 经查，黄建军共计
在单位报销本人及其妻子的私车油
费19865元，该中心还报销了其他非
公车车辆号牌、 无单位或车辆号牌
加油发票42529元。 最终，黄建军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无独有偶。 临武县住建局原局
长唐元松也因为开私家车“揩”公家
的油及其他违纪问题，于今年5月被
开除党籍和公职， 其涉嫌犯罪问题
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在宜章， 该县利用大数据科学比对
清查，累计清理“私车公养”违规金
额325.3万元， 还建立社会公务租车
平台，不仅可规范车辆租赁行为，更
可了解行车轨迹。

“彻底铲除‘车轮腐败’的生存
土壤。 ”郴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李超表示， 郴州通过全面清理全市
国家公职人员“私车公养”问题，纠
治并举，把立规矩、定制度作为整改
落实的重要措施， 对暴露核实的问
题边查边改边建，用制度防范问题，
不断巩固整治成效。

� � � �湖南日报7月24日讯 （记者 陈
昂昂 通讯员 钟焱）今天下午，省双
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举行2017
年优秀军嫂和优秀退伍老兵座谈
会，对优秀军嫂和优秀退伍老兵进
行表彰，有23人获评“优秀军嫂”，
19人当选“优秀退伍老兵”。

今年是建军90周年，为支持国
防和军队建设，激励广大军人家属
全力支持官兵安心服役，激励广大
复员退伍军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伟大事业中再立新功，省双拥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全省开展
“优秀军嫂”和“优秀退伍老兵”评
选活动，经逐级推荐，组织考察，综
合评定， 评选出了一批爱国拥军、
爱岗敬业、爱家睦邻的“优秀军嫂”
和对党忠诚、心系国防、勇于创业
的“优秀退伍老兵”。

来自长沙市检察院的“军嫂”检
察官严琳， 为了让丈夫安心工作，在
独自承受检察官繁重工作压力的同
时，毅然挑起家庭的重担。 怀孕期间
因先兆流产、胎儿缺氧等原因被要求

留院治疗，为不影响丈夫工作，她默
默承受压力，独自坚强面对。 2015年
被长沙市评选为“五好”家庭。 作为检
察官， 她被评为“长沙市优秀公诉
人”。

因公伤残退伍军人周根生，通
过坚持不懈的刻苦钻研，成为油茶
种植技术专家，培养了一大批油茶
种植专业户、技术能手，5年多来共
扶持了1700多名贫困户脱贫致富。
2016年，周根生被评为湖南省百名
最美扶贫人物。

赵兆：过去的一切不是光环，
而是经历

� � � �赵兆 图/张杨

从严治党在路上
� � � �两轮专项整治重点督查， 郴州市纪委共清查单位1768个， 清退违规资金
3073万余元———

剑指“私车公养”
【记者手记】

铲除腐败“寄生”的
“土壤”

张斌

近年来，一些公务人员打着“公
务”“公用”之名，大行“私车公养”之
实，看似是占了“小便宜”，其实是惹
了“大麻烦”。

这表面上看是一个人的“官德”
问题 ，其本质是 “以权谋私 ”的变相
腐败，是“车轮腐败”的新变种，影响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实际成
效。

杜绝 “私车公养 ”，首先就要铲
除其得以 “寄生 ”的 “土壤 ”，严防借
公车“下蛋”。 这其中，既要从制度层
面入手，对公车使用、费用报销等进
行源头管控，完善落实配套政策，推
动公车改革逐步深化 ; 又要抓早抓
小、 拓展监督， 让一切行为暴露在
“阳光 ”下 ，善始善终地打好 “持久
战”。 只有把中饱私囊的 “捞油手”
“捞钱手”剁掉了，把有效监管的“刹
车片”“照射灯”加强了，坚持惩防并
举 ，才能防微杜渐 、真正遏制 “车轮
腐败”。

省双拥办表彰优秀军嫂和优秀退伍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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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24日讯 （记者 王曦）今
天下午，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召开全省公安
交警系统电视电话会议， 决定自7月20日
至年底，在全省集中打响“隐患歼灭战、路
面防控战、宣传攻势战、共治合成战”4大
交通安全整治攻坚战。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全省发生较大
道路交通事故起数较去年有一定下降，但
仍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客、货车事故多
发，客、货运风险隐患明显加大。二是高速
公路以及国省道干道事故多发，上半年高
速公路及国省干道共发生较大事故14起，
占较大事故总数的7成。同时，一些驾驶人
文明驾驶、安全驾驶意识淡薄，酒后驾驶、
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导致
单方事故多发。此外，节假日期间，人员大
流动、货物大流通和驾驶员长时间、长距
离驾驶等因素也导致安全事故多发。

会议要求，此次攻坚战，各地要把隐
患当事故来对待，梳理汇总前期开展的公
路安全隐患排查任务，及时跟进、掌握全
省事故多发点段的治理进度，突出加强源
头隐患排查治理； 要提升执法针对性，加
强缉查布控系统和交警执法站协同联动，
依托交警执法站、公路超限检测站，严厉
查处客车超员、 货车超载等严重交通违
法，全力消除致乱、致堵、致祸隐患；要开
展交通安全隐患大曝光，定期公开曝光终
生禁驾人员、“违法王”、 交通安全主体责
任不落实企业名单，强化宣传攻势；要充
分发挥道安办考核督办作用， 集中通报、
推送交通违法信息，并深入开展道路交通
安全平安县市创建活动，推广应用农村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信息系统，推动交管工作
由一元治理向多元共治转变。

� � � � 湖南日报7月24日讯 （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曲超瑛 ） 昨天，
从湖南省信访局传来喜讯： 在日
前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信访工作会
议上， 湖南省共有3个集体、 18
名个人获得全国表彰。

党的十八大以来， 湖南信访
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信访工作的决策部署，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基层基础为重点， 以改革创新
为动力， 全面深化信访工作制度
改革 ， 着力打造“阳光信访 ”
“责任信访” “法治信访”， 推动
信访问题依法及时就地解决， 有
力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 维护了
社会和谐稳定， 涌现出一大批成

绩显著、 贡献突出的先进典型。
第八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 韶
山市信访局、 永州市公安局信访
科、 芷江侗族自治县信访局， 及
武冈市信访局局长周孝铝、 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信访局副局长
符高、 益阳市信访局办公室主任
陈建民， 分别被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国家信访局联合表彰为
全国信访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工
作者； 衡阳市政府副秘书长、 群
工部部长、 信访局局长罗卫华等
15人分别被国家信访局表彰为全
国信访系统优秀信访局长、 优秀
办信员、 优秀接谈员、 优秀投诉
办理员、 优秀督查员和优秀信访
工作者。

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表彰先进集体与个人
我省3个集体和18名个人获殊荣

湖南启动
交通安全整治攻坚
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关爱山区孩子
7月22日，大学生志愿者给孩子们做午餐。21名“麦田计划”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花垣县吉卫镇白岩村，开展

为期一个月的支教。他们不仅给这里的100多名孩子上课，还主动为孩子们做免费营养午餐。“麦田计划”志愿者
已连续4年来到该村支教。 龙恩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