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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纪检人

长沙航院学生获全国技能大赛奖

胆气十足的“80后”
——
—记中央纪委嘉奖获得者、湘潭县纪委常委王沛
浮现父亲送给他的一句话， “生活过得差点
没关系， 不拿别人的， 心里踏实， 睡觉也安
稳。” 王沛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 时刻提醒自
己一定要守住做事做人的底线， 始终保持
“忠诚、 干净、 担当” 的本色。
见他软的不吃， 就有人企图来硬的。
2009年， 他办理一名局长的案子。 该局长不
仅不配合调查， 还放出狠话：“今天不给我好
过， 你这个外地佬明天莫落在我手里！” 王沛
回话： “我是代表县纪委来的， 如果对抗组
织审查， 等待你的只有党纪的严惩和法律的
制裁。”
事后， 该局长逢人便说： “县纪委来了
一个‘硬角色’， 年纪轻轻但胆气十足。” 从
此， 王沛的“硬” 在湘潭县出了名。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万检新

湘潭县纪委常委王沛1983年出生， 身材
挺拔， 走起路来飒飒生风。
今年9月， 王沛受到中央纪委嘉奖。 对
于王沛来说， 这荣誉“更多是一种鞭策”。
这个从“门外汉” 迅速成长为业务骨干
的年轻纪检干部， 不仅胆气十足、 软硬不吃，
还不遗余力给单位的年轻人传道授业解惑，
同事们亲切地称他为“王老师”。

“巧功夫”练就业务骨干
2008年， 25岁的王沛刚调到湘潭县纪委
工作时， 业务上可谓白纸一张。 为了尽快熟
悉业务， 王沛想了一个最“笨” 的办法——
—
手抄。
每到 下 班 ， 王 沛 就 成 了 “留 守 干 部 ” ，
一份盒 饭 、 一 本 书 、 一 个 读 书 笔 记 本 是 标
配。 几乎每个晚上， 他办公室的灯都要亮到
深夜。
两年时间， 王沛不知疲惫、 厚积薄发，
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和同事们乐
于求教的“王老师”。
工作中， 同事们时常要为寻找某一党纪
党规依据而耗费时间和精力。 “要是有一本
像字典一样的工具书就好了。” 一次， 一位
年轻的同事说。 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王沛
心里有了目标： 尽快编出一本能够指导基层
纪检监察工作的工具书。
查阅资料、 编撰、 校对……三个月后，
王沛凭着粒米成箩、 聚沙成塔的精神， 逐字
逐句进行编辑、 校稿、 审定， 主编并出版了
《纪检监察纪律审查工作实用手册》。 这本书
不仅成为湘潭县纪检监察干部人手一册的工
作“宝典”， 还被邻近的岳塘、 雨湖等区县
纪委借鉴， 深受欢迎。
纪检干部办案要以事实说话， 与众不同
的是， 王沛有很多“巧功夫”。
2008年9月， 王沛参加湘潭县一中原校
长易某受贿案的查办工作。 一开始， 易某情
绪低落 、 消 极 对 待 谈 话 ， 案 件 一 度 陷 入 僵
局。
在调阅和研究案卷材料时， 细心的王沛
发现再过两天， 就是易某45岁的生日。 一个
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 在办案基
地为易某庆祝生日， 用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去
感化他。
调查组采纳了王沛的建议。 一直情绪低
落的易 某 ， 看 到 调 查 组 给 他 买 来 的 生 日 蛋
糕， 听到调查人员唱起生日歌的那一刹那，
有点不知所措。 愣神许久的他突然眼眶就红

传道授业解惑的“王老师”

王沛

通讯员 摄

了， 哽咽着说： “我犯了错， 我向组织交代。
谢谢你们， 这是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生日。”
当晚， 易某一改先前的消极， 一口气写
下60多页的“悔过书”， 交代了近100万元的
违纪违法问题。
从事纪检工作9年， 王沛早已是办案能
手。 近3年来， 由他组织、 承办的64件案件，
涉案人员无不心服口服。

软硬不吃的“硬”角色
“怕得罪人就不要当纪检干部”， 这是王
沛的口头禅。 9年来， 王沛办理过的案子数
以百计， 有些抱着侥幸心理的干部， 以为凭
着熟人关系， 用“糖衣炮弹” 就能让他“网
开一面”“高抬贵手”，结果都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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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办理案件中的利害关系人， 王沛以工作忙
为借口婉拒。
晚上， 该副局长竟提着大包小包登上了
他的家门。 王沛瞬间“变脸”： “赶紧拿回
去， 跟我不要来这一套。” 该副局长仍然嬉皮
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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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口子开不得， 开了第一次， 就会
有第二次。 很多干部就是倒在了这一步。” 王
沛说， 每当遇到类似的情况， 他脑海里都会

王沛被人称作“王老师”， 因为他对单位
的年轻人不遗余力地“传帮带”。
今年10月以前， 县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主任雷杰成在由王沛分管的第一纪检监察室。
提起在工作中与王沛接触的点点滴滴， 雷杰
成对“王老师” 感佩不已。
今年6到8月， 第一纪检监察室同时办理
两个系列案件， 案情复杂， 工作量比平时多
了几倍， 光是某培训中心系列案就涉及50多
人， 其中党员干部40多人， 还涉及四五个县
直部门和多个乡镇。
“由于人手有限， 为了保证24小时有人
员值守， 王常委主动参与值班、 谈话， 为大
家分担压力。” 雷杰成说。 办案期间， 雷杰成
老婆生产， 得知情况的王沛赶紧让雷杰成回
家陪老婆孩子， 自己帮他挑起室里的工作。
县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也由王沛分管。
该室干部刘超去年1月刚进入纪检系统， 让他
感触最深的是王沛对年轻人的“传帮带”。
“我第一次写审查报告， 写了7页， 王常
委精修细改删减到3页， 每一处修改他都耐心
解释。” 刘超说， 即使偶尔有些错误一犯再
犯， 他也耐心指正并鼓励，“我们都叫他‘王
老师’， 业务上不懂的地方几乎都能从他那
里得到答案。 遇上他也不清楚的， 他一定认
真记下， 回去仔细查阅后很快给出明确答
复。”
“作为一名基层纪检干部， 要认真领会
习总书记关于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深刻判断。”
刚从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参加中央纪委培训回
来的王沛表示， 要立足本职工作， 聚焦发生
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打好“拍蝇” 攻坚
战和歼灭战， 以坚如磐石的决心， 夺取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通讯员 谢红桂
记 者 左 丹 ） 11月7日至9日，2017年全国

职业院校“拓攻杯”无人机应用创新技能
大赛决赛在江苏落幕。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等4支参赛队获一等奖； 天津中德应
用技术大学等6支参赛队获得二等奖；武
汉城市职业学院等9支参赛队获得三等
奖，另有11支参赛队获得优胜奖。
本届大赛是由全国航空工业职业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 以“创新技能，

岳阳市二人民医院实施近极量肝切除——
—

危重肝破裂患者获救了
王丹青 徐亚平

正常肝脏一次切除量不能超过70%，
近日，岳阳市二人民医院成功为23岁的李
女士实施了肝脏近极量切除手术，精准切
除了约占患者肝脏体积70%的破裂肝脏。
11月9日， 该院谭兴国博士告诉记者：“李
女士由于伤情严重， 属于近极量的肝切
除，而患者在复合伤、失血性休克状态下
实施近极量的肝切除风险更大，手术要求
更高。 ”
10月28日晚，一辆疾驰而过的轿车从23
岁的李某右侧胸腹部碾过，命悬一线的李某
被紧急送至岳阳市二人民医院救治。 入院
时，她已经失血性休克，检查显示其腹内有
大量积血，肺挫伤，多处肋骨、锁骨骨折。 医
生初步诊断为肝破裂，情况极度危险。
时间就是生命。该院立即开启急救绿色
通道，由急诊科、肝胆外科、胸外科、麻醉科、
手术室组成的多学科救治团队应急出动。
急诊外科医生迅速进行中心静脉置
管、输液扩容、备血、术前谈话；肝胆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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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11月初，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
2018届毕业生已陆续找到了工作，他们离
毕业实习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不少学生
给张丽莉送来了“道别心意卡”，其中不少
卡片上写着“送给最知心的张老师”。
张丽莉是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经
贸学院的 专 任 教 师 ， 多 次 担 任 班 主 任 ，
对待学生是出了名的认真负责。 在得知
一位学生是孤儿时， 张丽莉主动关心她，
鼓励她， 并帮助她参加全国的技能竞赛。
这名学生逐渐变得阳光自信， 毕业时获
得“全国励志奖学金”， 还被评为“优秀
毕业生”， 工作一年就已成长为单位的外
贸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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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兴国博士带领主治医师刘宾对患者进
行紧急剖腹探查，开腹后发现肝脏损伤严
重：左右肝多处长而深的裂口，右肝局部
呈放射状破裂，胆囊床撕裂，左肝破裂，肝
左静脉破裂， 肝断面多处活动性出血，造
成腹腔积血量达3000毫升以上。
在肝胆外科主任、岳阳市普外肝胆首
席专家胡雄主任指导下，谭兴国博士为患
者实施清创性右半肝切除、 左肝外叶切
除、胆囊切除、胆总管引流术。
胸外科、麻醉科、手术室全力配合。 一
边争分夺秒地游离切除破裂肝脏，一边开
展自体血回输、库血输入、血气分析监测。
5个多小时过去了，手术终于完成，术后患
者剩余肝脏体积不足术前三分之一。 随
后，病人被送入了ICU继续救治。
术后，相关科室主任每天都去查看病人，
会商、完善治疗方案。李女士逐步从休克、肺不
张、肝功能不全等并发症中恢复，术后第5天病
情稳定，转入肝胆外科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目前，李女士肝功能各项指标已经接
近正常，身体正在康复中。

师生乐在两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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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未来” 为主题， 分为预赛和决赛两
个环节， 共有72支代表队报名参赛。 经
过严格选拔， 来自20所院校的30支参赛
队进入了决赛。 决赛设有理论与法规考
核、 设计与加工技能、 组装与调试技能、
无人机飞行操控技能四大模块。 长沙航
院2015级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四名学生，
突围预赛， 成功晋级决赛。 最终， 该院
学生张俊博、 苏伟获比赛一等奖， 傅仕
奇、 闫科磊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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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莉重视通过技能竞赛促进教学
改革。 她2014年开始带队参加全国报关技
能竞赛，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放在了学
生身上， 经常带着学生去霞凝港海关学
习，一呆就是一整天。 最终团队得了全国
二等奖，是湖南参赛队中的最好成绩。 之
后的两年分别获得全国二等奖、 一等奖，
一直保持着高水平。
职业技能大赛增强了学生的技能，学
生进入企业都能迅速成长。 2014年进入湖
南华光船务的艾霞工作表现出色，已是企
业货代部门主管。 现在，艾霞工作遇到了
什么难题，还经常给张丽莉打电话，张丽
莉总是倾囊相授。
“师生乐在两知心，我愿终生做学生
的知心人。 ”张丽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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