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 姜蔚

扶贫，是大事、忧心事；而对于平江
县扶贫办主任叶剑芝来说，则是心事、常
事，是持久战。

看到贫困户吃穿住问题暂时解决
了，叶剑芝由衷地感到欣慰。深受“忧乐
精神” 濡染的他， 对扶贫有着自己的认
识：要将忧心变真心，授之以鱼更需授之
以渔，才能彻底拔穷根，安然摘穷帽。

“输血扶贫不如造血脱贫，得帮乡亲
们找到赚钱门路才行。”

17年来，叶剑芝在“造血脱贫”的路
上，下足了功夫，杀开了一条血路。

“修路，修路，
一定要将路修到所有贫困村”

“忧乐精神”的实质，是忧天下、忧百
姓，乐天下太平、百姓幸福。

2003年， 叶剑芝打听到德国援华项
目中有一笔资金用于扶贫， 便通过各种
渠道争取。 德方对每个项目都要进行前
期调查。徳援专家考察时，叶剑芝都全程
陪同。2004年春，他陪首批德国专家考察
童市镇巴蕉村，贫困户徐好恩家里仅有4
把椅子，腿脚不便的徐好恩只好站着。叶
剑芝发现后立刻把椅子让给徐好恩，自
己就坐在石板上记录。

2006年7月，叶剑芝陪第二批德国专
家去三墩乡仁里村考察， 坐车只能到山
脚，还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当时气温
达38摄氏度， 叶剑芝背上两位专家的工
具包，走得汗流浃背。他咬着牙撑到了山
顶，到达村里后，他终于扛不住了，栽倒
在地。当地百姓急忙把他抢救过来后，他
又投入到工作中。

专家威廉伸出大拇指说：“叶先生，
您让我们见识到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

员。”
“修路，修路，一定要将路修到所有

贫困村。” 叶剑芝先后陪同德国14批专
家，深入近50个贫困村考察后，德方投资
3500余万元，在3个乡镇22个贫困村，修
建村组公路13条37.28公里， 山塘32口、
水库2座，受益群众达6376户。

2016年11月， 虹桥镇大青石村通村
公路通车了。至此，平江实现了所有贫困
村水泥道路的硬化。

“他留下的不仅是水泥路，
还有致富的门路”

先忧后乐，求索创新。
平江大山很多， 虹桥镇就有一个叫

大山村的，海拔800多米，为深度贫困村。
“要想脱贫， 必须找到增收的路

子。”叶剑芝明白，要打赢脱贫攻坚战，
须从“忧乐精神”中汲取力量，积极探
索。2012年9月，在他主导下，大山村引
入湖南白云高山茶科技公司， 组建起

“友人茶”合作社，建设有机茶叶种植
基地3000亩。并通过土地租赁、收益分
红等形式， 公司每年仅茶园开垦、抚
育， 就为当地贫困劳力带来70多万元
工资收入。

长寿镇大福村三兄弟孔浩强、 孔明
强、孔文强，合作办了一个养鸡场，亏得
血本无归。 叶剑芝来到大福村， 鼓励他
们：“只要你们再找到了好项目， 我给你
们扶贫资金的支持。”

一番考察，孔浩强决定养石蛙，孔明
强、孔文强决定养蜂。叶剑芝了解他们的
规划之后，毫不犹豫拨付了6万元的产业
扶贫资金。

4年过去了，包括养蜂、养石蛙，三兄
弟每年都能赚20万元。

大山村支书李初开谈到叶剑芝时，
满怀敬意：“叶主任搞扶贫， 留下的不仅

是水泥路， 还有引导我们致富的门路。”
他告诉记者， 今年平江县启动了天岳幕
阜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建设， 大山村被纳
入红线规划范围， 一条旅游致富路即将
打通。

“出路、出路，走出去、
受教育就有路”

“扶贫干部忧的是百姓苦，乐的是百
姓富。”

致富门路千万条， 叶剑芝早在当副
主任时就开始探索。平江是110万人口的
大县，许多闲散劳动力“困”在家里。叶剑
芝常说：“困难、困难，困在家里就难；出
路、出路，走出去、受教育就有路。”

经过调研，他决定搞培训，组织劳务
输出，制定实施“一户训一人，一人富一
户， 一户带一片” 的就业扶贫计划。从
2005年开始，叶剑芝联合人社等部门，先
后开展了“扶贫工程”“阳光工程”“雨露
计划”等职业技能培训。一批批贫困家庭
的劳动力被送到了上海浦东造船厂、广
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等单位。 平江县政
府办向建旺说：“每次培训结束后， 叶剑
芝就把大家召集起来，统一住宿，统一购
买车票，把他们送出去，跟用人单位对接
好后，才返回平江。”

10多年来，通过开展技能培训，平江
县输出劳动力21万人，年收入30多亿元。

2004年， 叶剑芝到三墩乡公平村调
研时发现，村里没有学校，小孩上学天天
起早摸黑步行一个半小时，有的孩子9岁
了还没上学，困在家里。

叶剑芝对此忧心忡忡， 每到一个贫
困村就呼吁：“绝不允许小孩不读书。如
果孩子不学习、不掌握知识，将来可能又
是一个贫困户。”

2011年暑假， 南桥乡富强村宋三元
做了手术后，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刚初中

毕业的女儿无处可去。叶剑芝获悉后，将
其女儿推荐到湖南省商业技师学院学会
计，后又给她介绍了工作。

叶剑芝就这样挨家挨户跑， 尽力帮
助贫困户的小孩上学。 在他持之以恒的
努力下，平江出台了“大爱平江”等扶贫
助学政策。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孩子，从幼
儿园到大学都能获得资助。

“精准扶贫是雄关漫道，
更是万里长征”

叶剑芝职务不高，权力不小，掌握着
上亿元的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审批权，
但他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 他的家乡
和妻子老家的村干部多次找他， 希望他
照顾， 但他认为条件不符合， 坚决拒绝
了。亲戚中，有的要求纳入贫困户，有的
想办养猪场要解决资金， 叶剑芝都回绝
了。 知情的群众都说：“叶主任管扶贫款
是个‘铁公鸡’，老百姓放得心。”

2011年1月，叶剑芝由县扶贫办副主
任升任主任，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了。
县扶贫办司机钟俊告诉记者：“他经常到
岳阳、长沙出差，但他从不住宾馆，都是
大清早五六点钟出发赶过去，晚上回来。
有工作餐就吃工作餐，没有就买盒饭。”

他对自己抠门， 对贫困户却十分大
方。贫困村民有个三病两痛，他掏腰包为
他们买药。 一些贫困群众给他送鸡、送
蛋，他都婉言谢绝，还留他们吃饭，让他
们有事随时找他。

“精准扶贫是雄关漫道，更是万里长
征。” 叶剑芝深知扶贫之路任重道远。为
此，他主动放弃了3次调任甚至升迁的机
会。2015年底，组织考虑给他换个相对轻
松的岗位， 他找到县委书记汪涛：“我愿
在扶贫工作岗位再干两年。 等平江县脱
贫摘帽了，我的心愿也就实现了，安排我
到哪都可以！”

铁骨铮铮写忠诚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毛星芝 何畏

9月8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湘
潭县纪委常委王沛受到中央纪委嘉奖。9月10日， 记者来
到湘潭县纪委，去探寻这位铮铮铁汉背后的传奇故事。

王沛，1983年出生在常德市武陵区一个普通家庭，读
书期间应征入伍， 曾获海军政治部、 司令部通令表彰。
2008年进湘潭县纪委工作以来，王沛不知疲倦地学习，并
编写了一部《纪检监察纪律审查工作实用手册》，从一名
门外汉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

铁面执纪 不徇私情
“怕得罪人就不要当纪检干部。”这是王沛常说的一

句口头禅。9年来，王沛办理过的案子数以百计，经他手受
处分的干部也不少。有些抱着侥幸心理的干部，以为凭着
熟人关系、“糖衣炮弹”就能让他“网开一面”“高抬贵手”，
结果都碰了“硬钉子”。

2015年5月， 某局副局长打电话约王沛喝茶叙旧。由
于这个青干班同学的副局长是他办理案件中的利害关系
人，他便以工作忙为借口婉拒了。谁知晚上该副局长竟提
着大包小包登上了家门。王沛瞬间脸色铁青，厉声说道：

“赶紧拿回去，跟我不要来这一套。”该副局长仍然嬉皮笑
脸地说：“老同学，你爱人刚生完小孩，还没有工作。正好
我们单位缺人，我可以安排……”没等他说完，王沛从口
袋掏出手机大声说：“你再不走我就喊你们纪委书记来接
人了。”该副局长见势不妙，灰溜溜地走了。

铁骨柔情 忠孝两全
在同事们眼里，王沛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他一心

扑在工作上，每天的生活简单到家庭、单位两点一线。
2014年8月，王沛的父亲被查出患有直肠癌和右肝血

管瘤。为不影响工作，又能照顾父亲，王沛放弃了常德市
好的医疗条件以及高的报销额度， 把父亲接到湘潭县人
民医院治疗。期间，王沛白天忙办案，晚上到医院照顾父
亲。平均每天只睡4个小时，但他照样精神饱满，从没影响
过工作，也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铁血丹心 彰显本色
2015年4月，王沛在以调查组组长的身份承办熊某受

贿案期间，口舌红肿疼痛，连吃饭喝水都很困难。为不影
响工作进度，他忍着剧痛坚持工作。在被疼痛折磨得无法
入眠后到医院作了检查，结果是舌腹部发生了癌变。

想到案件查办进入关键期， 王沛藏起病历， 瞒着大
家，带病坚守岗位。疼痛发作时，他就用止痛药扛着。直到
调查对象解除“两规”移送司法后，王沛才请假去医院动
手术。最后，舌头作了部分切除，左手臂也做了皮瓣手术。
术后3个月就回到工作岗位，至今仍奋战在反腐第一线。

也正是这样的铁血丹心，使得近3年由他组织承办的64
件案件都成了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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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忧天下 誓拔穷根
———记平江县扶贫办主任叶剑芝（下）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黄首记）“感谢及时提醒， 我一
定深刻检讨，进一步提高认识，认真整
改到位。” 9月12日，娄底市纪委对某单
位一名工作不力干部进行谈话时，该干
部诚恳地说。

今年以来，为及时发现和纠正党员
干部的轻微性、苗头性、倾向性违纪问
题，防止“一念之差”走向歧途，娄底转
变监督执纪方式，充分发挥“第一种形
态”党内谈话作用，通过谈心谈话、提醒

谈话、履责约谈、诫勉谈话、谈话函询等
5种方式，进行善意提醒。今年1至8月，
娄底市纪检机关共与干部开展谈心谈
话8099人次，帮助干部及早改正，防止
小错变大错。

娄底在全省率先出台《运用监督执
纪第一种形态开展党内谈话的实施办
法（试行）》，对谈话的主体与对象、适用
情形、内容、方式、组织实施等进行明
确，把谈话作为一项爱护干部的常态工
作。 重点对工作岗位或分工发生变化、

长期在一线或艰苦环境中工作、思想有
波动、工作生活出现特殊情况等干部进
行及时谈话，了解干部思想动态，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同时，把党组织及党员
领导干部开展党内谈话的情况作为对
领导班子整体评价和领导干部业绩评
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依据，并对谈
话对象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查，
确保干部及早改正。

谈话提醒并不是“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娄底狠抓执纪监督，加强全面从
严治党，对党员干部存在明显的违纪违
法行为，做到有案必查、一查到底。

喜事新办 厚养薄葬

长沙县力倡
文明新风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通讯员 冷冰

几天前，长沙县金井镇双江社区的
吴泥涵老人去世，享年104岁。老人的
子孙后代有120多人，要是按照过去习
惯，会开起流水席，宴请上百桌，操办上
10天。但这次在丧礼现场，没有喧天的
锣鼓、齐鸣的鞭炮，也没有铺张的流水
席，老人的子孙们从简办丧事。

在长沙县，移风易俗从红白喜事做
起，农村风气为之一新。

受传统陋习影响，长沙县部分农村
地区婚丧嫁娶存在大操大办、相互攀比
的现象，既浪费了资源、影响了环境，也
增加了村民负担。 为改变这种状况，今
年， 长沙县金井镇先后在双江社区、金
龙村、惠农村、石井村，组织开展移风易
俗大讨论。随后，各村成立红白喜事理
事会， 将移风易俗办婚丧写入村规民
约。党员、干部发挥模范作用，带头移风
易俗，逐步形成了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的良好风尚。

长沙县北山镇福高村还发动村里
夕阳红戏剧社，创作文艺节目来宣传移
风易俗，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倡导
文明新风。镇、村在评选“最美家庭”“五
好文明家庭”等活动中，着重评选厚养
薄葬、喜事新办的家庭。

最近， 长沙县总结各地经验，在
全县组织开展移风易俗大讨论。要求
各村围绕喜事新办、 厚养薄葬等内
容，制定操作规范、标准一致、奖罚分
明的村规民约。各乡镇（街道）采用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微信群、“村
村响”等，大力宣讲移风易俗，倡导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各村（社区）每季
度至少开展一次宣讲活动，让文明新
风深入人心。

桂阳县首批新兵奔赴军营
9月13日， 桂阳县召开2017年欢送新兵入伍大会， 首批124名新兵将奔赴军营， 开始军旅生涯。 今年， 该县共有225名新

兵入伍， 9月20日前他们将奔赴各战区军营， 履行士兵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 欧阳常海 摄

防止干部小错变大错

娄底运用党内谈话“防微杜渐”

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支队长胡志国接受组织审查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甘艳）长沙
市纪委今天通报，长沙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市经济犯罪侦
查支队支队长胡志国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审
查。

胡志国，男，汉族，1962年2月出生，湖南湘乡人，函大
专科文化。1984年4月入党，1978年12月参加工作。曾任长
沙市公安局郊区分局雨花亭派出所所长，长沙市公安局雨
花区分局副局长、正科级侦察员，长沙市公安局副县级侦
察员、经侦支队支队长，长沙县公安局局长、副县级侦察
员，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局长，长沙市公安局经济犯罪
侦查支队支队长等职务，2016年1月任长沙市公安局党委
委员、市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