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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以前总有人说我们是‘找事’，查
那么多，不仅坏了‘规矩’，也迟早会断
送前程， 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事实证
明， 我们不仅重构起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还加速了发展。”近日，说到在洞
口工作的最大感受， 该县县委书记艾
方毅感叹。

党的十八大以来， 洞口严惩发生
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全县党纪政
纪立案425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86
人， 越来越多的群众享受到全面从严
治党的“红利”。

全面从严治党的“县级样本”
前几年， 洞口县干部违纪违法问

题时有发生，“一年办五次酒局长”、
“公车私驾书记”等让人诟病不断。

洞口县委书记的艾方毅将压力化
为动力，宣告“主体责任是分内之责”，
强调“县委旗帜鲜明地为纪检监察机
关当好坚强后盾”。

2014年6月4日， 在全县各单位

“一把手”参加的会议上，县国土局局
长和县卫生局局长被当场带走， 让大
家震惊不已。1个月内，又有两名局长
主动到县纪委交代违纪问题。 党的十
八大以来，洞口县先后查处11名县直
单位“一把手”。在查办农业系统窝案
过程中，12名干部先后到县纪委主动
交代问题。

71项制度建立，11个单位因履行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力被“一票否
决”，17名分管领导和乡镇站所负责人
被立案调查，368名党员干部被约谈、
函询、诫勉谈话，186名村干部被立案
查处……高压反腐下， 洞口群众的反
腐信心显著提高。 洞口落实“两个责
任”连续两年获邵阳市委表彰，综治民
调成绩也迈入全省第一方阵。2016
年，《瞭望》杂志以《洞口：全面从严治
党的县级样本》为题，全面推介了洞口
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

史上“最严”赢得史上“最好”
“这两年的换届风气是史上‘最

好’ 的。” 在雪峰街道办事处白田村，

70多岁的唐大爷笑着说。
2016年县、乡两级换届，洞口县

织密“各代表团、联络组自我监督，16
个会风会纪现场督导组全程驻会监
督、2个会风会纪巡查组再督查” 等监
督网络，切实加强“两会”会风会纪监
督工作，以“最严”纪律创下该县“最
好”成绩。

今年来，针对村（社区）“两委”换
届中存在的拉票贿选等问题， 洞口继
续将匡正换届风气列为落实从严治党
最新规定的具体行动。今年6月，洞口
县362个村（社区）在县、乡、村三级的
共同努力下，再次创下最好成绩，赢得
群众“最好”称赞。

县纪委切实履行“监督责任”，在
织密风气监督网外，全查、速查换届期
间信访举报， 以铁的纪律保障换届清
正严明。今年来，洞口共受理办结反映
村级换届选举案件52件，立案查处12
人。

忠诚干净担当写进血脉
“精准扶贫到宝瑶，扶贫队员热

情高。党员干部举旗手，魅力瑶乡正
赶超 !” 在华丽变身的全省脱贫攻坚
示范村———罗溪瑶族乡宝瑶村，村民
刘春莲一曲山歌， 让游客们感触万
千。

洞口将“廉洁洞口”文化建设与实
践养成相统一、与制度规范相结合，不
断探索廉洁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
企业、农村的新途径。如今，该县不仅
在县委党校、消防大队、国税局等单位
建起一批规范化廉洁文化室， 还在高
沙镇、山门镇、大屋瑶族乡等乡镇建起
高标准的廉洁文化教育点， 宝瑶村等
国家级美丽乡村、 长塘肖家大院等历
史文化院落“廉文化”元素凸显，写下
为民务实清廉的生动注脚。

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李恒荣介
绍，对于查处的各类典型案例，在公开
曝光的基础上， 还以文艺形式深度解
剖；同时以演讲会、电视专题片、报告
文学等形式大树先进典型， 从正反两
个方面营造廉洁干事的浓厚氛围。

忠诚干净担当写进党员干部血
脉，风清气正政治生态逐步形成。

从严治党在路上

“县级样本”的全面从严治党“红利”
———洞口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掠影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熊龙英

名片：
李煜明，1993年出生，湖南工

程学院电气信息学院自动化专
业2012级学生 ，2016年大学毕业
作为选调生到永州市宁远县琵
琶岗村工作，目前担任村支书。他
发挥当地明清古建筑群优势，充
分利用现代传播方式和手段，为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古村落注入
了活力，引来了游客，打造了一块
响当当的古村落旅游招牌。

故事：
“工作第一天面对的就是规

模宏大的既古老又破败的古建
筑群，石板路。”回忆起2016年夏
任职永州市宁远县琵琶岗村村
党支部书记的第一幕， 刚从大学
毕业的“90后”李煜明坦言当时
的心情是震撼和复杂的。

琵琶岗村位于宁远县禾亭
镇东南5公里处， 因村址地形似
琵琶而得名， 距今有六七百年历
史，整个村山环水抱，是一个以明
清建筑为基础，融书院文化、祠堂
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和明清
雕刻艺术为一体的古村落。

“外面看着这些古建筑很壮观，
但是走进村子却是破破旧旧的。”李
煜明说，“生活就是风景， 风景就是
产业。有人居住，吸引人来，这样才

能让这个古村落充满活力。”
为了尽快地进入工作角色，

李煜明开始了4个多月的村情调
查走访，与村里的老人唠家常，向
村委会其他干部请教。 经过扎实
的调研和沟通交流， 李煜明对于
如何开展工作有了初步的想法：
“一方面要对古建筑、民俗进行恢
复， 另一方面要利用节会开展活
动来打造品牌、影响力，同时还要
利用现在年轻人关注的微博、微
信等网络来扩大传播效果。”

“年轻人，脑子活，思路清晰，
又踏实肯干。” 说起李煜明这个
“娃娃书记”， 村民们也从一开始
的怀疑到赞不绝口。 为了让更多
的人了解琵琶岗村， 把这个别具
特色的古村落打造成旅游精品，
李煜明很快开始了一系列的行
动：修复有300年历史的古戏台，
恢复古老的祁剧表演， 修复部分
古民居……“一方面想让古建筑
这些物质载体慢慢恢复活力，恢
复生机； 另一方面也是想让祁剧
这样的非物质文化能够传承下
去， 现在村里的祁剧表演班子都
是老人，平均年龄有75岁了。”

“琵琶岗村目前已经在旅游
界‘小有名气’，每天有游客300
人次左右， 当然这对于盘活一个
古村落还远远不够， 只有让这些
古建筑充满活生生的人居住的
气息， 才能引来更多的人在这里
停留， 从而给琵琶岗村村民尤其
是贫困户带来更多的收益。”李煜
明说，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利用
微信群、现场手机直播等方式，把
琵琶岗村在外工作的年轻人又
联系起来了； 接下来他将选择一
至两个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项目，
设计出一个符合琵琶岗村条件
的居住规划，让这个“养在深闺”
的古村落慢慢焕发生机。

一年的时间还很短，未来的时
间将证明这个年轻人的梦想将在
这里扎根、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

“90后”村支书盘活古村落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员 彭峰）9月15日至17日， 首届
中医慢病管理学术大会暨世界中医药
学会联合会慢病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
大会在长沙召开，来自世界14个国家
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500多名中医

从业人员参会。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
会会长佘靖等出席会议。

中医慢病管理是将中医药在治
疗慢性病方面的特色和优势，与现代
医学和健康管理等相关学科先进成
果相结合形成的一门创新学科和新

兴领域。大会围绕中医慢病管理学科
建设、中医慢病管理创新服务模式等
话题展开学术探讨与论文交流。

会上，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等内
地多位知名专家进行了精彩讲座，澳
大利亚中医学会会长郑建华教授和
曾世宗教授等慢病管理和中医临床
专家进行了热烈的学术交流和探讨。

湖南日报9月17日讯 (记者 左
丹 通讯员 胡根深 梁建文)近日，根
据我省“全国美德少年”何芹姣的助
人为乐先进事迹改编而成的校园文
明电影《野百合女孩》湖南首映式在
长沙市明达中学举行。 省关工委主
任杨泰波宣布首映式开始。

电影《野百合女孩》讲述的是我
省邵阳市新邵县山村学校何芹姣同
学，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背邻居残疾
女孩上下学，每天往返四公里，风雨
无阻，整整四年的感人故事。该影片
由湖南省文联、 省文明办等单位参

与指导拍摄， 是我省首部进入国家
推荐目录的优秀少年儿童电影。

当天，“美德进课堂、 安全伴
我行、爱心满校园”大型公益活动
同时启动。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校
园文学艺术联合会与长沙县人
民政府主办。

据介绍，电影《野百合女孩》
在长沙举行首映后， 还将在我省
武陵山片区贫困学校和各乡村
少年宫免费放映， 并捐赠由湖南
省安全教育中心编辑出版的《安
全知识读本》10000册。

李煜明：

首届中医慢病管理学术大会在长举行

9月16日， 湖南科技
学院，2017级新生好奇地
观看机器人跳舞表演。当
天， 该校新生开学报到，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学
长们特意给机器人设置
了一套“迎新舞”程序，让
机器人跳舞迎接新同学。

李科燕 摄

机器人
迎接新生

校园文明电影《野百合女孩》湖南首映

李煜明 图/张杨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武陵片区如何发展、旅游产业如

何升级，围绕这两大议题，本届旅博
会将组织两场高端论坛：2017武陵
山旅游发展高峰论坛、湖南旅游装备
制造业论坛。

目前， 湖南全域旅游建设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31地入选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如何进一步
推动全域旅游建设，武陵山旅游发
展高峰论坛将总结经验并提出建
议。

随着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的
提出，在旅游产业升级方面，大力发
展旅游装备制造业既是大势所趋，也
是发展机遇。湖南旅游装备制造业论
坛将通过业界代表和专家讨论给出
建设性意见。

绿色出行助零碳办展
本届旅博会首次移师湘西，让正

值60周年州庆的自治州节日气氛更
加浓郁，人气更加火爆。

“和网约车联手，践行绿色出行，
呼应本届旅博会‘零碳办展’ 的理
念。” 本届旅博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为解决市民看展出行的问题，
本届旅博会将和滴滴合作，为观众献
上出行福利。

旅博会期间， 乘坐滴滴，30万打
车券可供免费领取。

除了免费出行，在旅游装备展区
现场， 观众将有机会免费体验房车、
直升机等。同时，本届旅博会还提供
了特色旅游商品、 景区景点门票，现
场转动幸运大转盘即有机会免费领
取。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此次

是应邀参加国家大剧院“2017秋季
演出季”以及“庆祝国家大剧院十周
年戏曲邀请展”。 此次展演共邀请国
内15家院团为首都人民呈现了20台
剧目、33场演出。 为精益求精打造一
部代表长沙水准的力作，《护国》历经
数次精心打磨， 今年召开了4次剧本
研讨会，5次修改剧本以丰富人物形
象和剧情。

�荨荨（紧接1版③） 钟叔河在获奖感
言中说道：“‘走向世界丛书’ 始于
1980年，经过37年的努力，于2016
年完成。 这套丛书记录了100多年
前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 阐述了在
19世纪时中国是如何逐渐打开国门

的。 通过对现代中国的中国特色经
济改革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的
看法， 这套丛书在学术界以及思想
文化界都取得了很高的共识。 我很
荣幸我们的努力得到了世界出版同
行的认可。 我们从未停止前进到更

广阔世界的步伐 ， 我们一直在路
上。”

坡州图书奖旨在奖励亚洲出版
界的卓越成就，也是亚洲出版界最具
分量和公信力的奖项之一。自成立以
来，每年举办一次。

� � � � �荨荨（上接1版④）
检查发现，复工复产后，部分企

业仍有违规生产行为， 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如，浏阳市三峰引线有限公
司未经核准擅自组织药物线、 安全
引线等生产，且生产管理极为混乱，
没有建立安全隐患排查及整改台
账； 浏阳市隆昌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大量超设计能力生产、储存药物、药
饼； 浏阳市春旺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擅自改装生产线、安全设施不达标。

醴陵市有5家被抽查企业分别存在
安全距离不达标、出入库把关不严、
库存品包装不达标、 安全生产条件
低下等问题。

对上述3家浏阳市烟花爆竹企
业， 检查组依法责令其立即停产停
业整改；对5家醴陵市烟花爆竹企业
存在的安全问题限期整改。 省安监
局表示，将根据此次检查列出“隐患
清单”，跟踪处理结果，做到执法闭
环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