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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者 谢
璐 通讯员 刘松）“经走访调查和公
开评议， 桂芳村党支部书记陈劲辉
私自扣留土地征收款的举报与事实
不符。 ”24日上午，在长沙市望城区
黄金园街道桂芳村村委会会议室，
一场“阳光处访”公开答复会，化解
了该村一起长达半年的信访举报，
被举报人与举报人均如释重负。

答复会约30人参加， 包括街道

纪工委书记、案件调查组、桂芳村干
部， 以及村里党员代表、 村民代表
等，主要就今年4月村民朱某向市纪
委举报村支书陈劲辉“私自扣留家
中外嫁女儿的土地征收款”，进行了
公开答复评议。

会上，朱某就举报陈述了意见、出
示了证据、提出了质疑，陈劲辉则对各
项问题逐一做出答复解释。随后，调查
组通报了经前期深入调查得出的结

论：桂芳村土地征收款不存在村集体、
村干部私占私分的行为。

参会村民叶鸣九说：“这种方式很
好，把问题、看法和证据都摆在大家面
前，清清楚楚。 ”陈劲辉激动地表示：
“‘阳光处访’还了我们干部清白，又给
了群众明白，心里的包袱放下了，以后
村里工作也更好开展了。 ”

望城区纪委负责人介绍， 在长沙
市纪委指导下， 望城区从去年开始推

行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公开答复、 公开
评议制度，主要针对重信重访、疑难复
杂、 在群众中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实
名举报。公开答复前，由受理单位成立
调查组， 依纪依规调查核实。 答复会
上，群众公开评议，认可率达三分之二
以上则形成终结性答复， 否则根据群
众评议意见进行补充调查。目前，区内
已召开12场公开答复会， 群众认可率
达90%以上。

� � �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者 张
斌 通讯员 张俊青）“2017年7月，县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食品与药品
检验所所长蔡海鸣、 副所长喻杰对
县内20余家茶企进行产品质量抽样
检测过程中， 违规接受服务管理对
象赠送的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礼品。 经研究，由县纪委驻县卫计局
纪检组对蔡海鸣、 喻杰进行诫勉谈
话。 ”近日，安化县通报4起损害发展

环境典型案件，对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行为说“不”。

今年以来， 安化县针对政务服
务过程中的不作为、 慢作为和乱作
为等问题，双管齐下，开展“中梗阻”
式腐败专项整治和优化发展环境
“护航行动”， 重点查处和纠正发生
在群众身边、 损害经济社会发展环
境的“中梗阻”式腐败问题，特别是
包括“推、拖、卡、拿”等方面的突出

问题。 通过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公布
举报电话、举报信箱、举报网址等，
及时受理问题线索， 迅速组织依纪
依规严肃查办，受理问题线索25个，
均及时进行了调查核实。 对39家有
行政审批职能和对外窗口服务部门
单位进行网络测评， 对测评结果排
名靠后且问题反映较多的进行整
改， 对存在责任问题的对相关责任
人员和有关领导实行问责。

同时，安化县纪委抽调专门力量，
加大明察暗访的力度，深入各乡镇、各
县直单位的行业办事、 审批窗口查找
问题线索，拓宽发现“中梗阻”式腐败
问题的途径，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部门
和单位重点抽查、专项督查，加大问题
线索的交办、转办、督办力度。 截至目
前，共发现问题线索62件，立案20起，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9人， 诫勉谈话36
人，通报典型案例9起。

� � � �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郭倩）“考察任用干部
看党建， 是真正把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刚性化、程序化、具体化，实现选
优配强领导班子与抓严抓实基层党
建互促并进。 ”今天，记者从株洲县
委组织部获悉，该县《考察任用干部
看党建暂行办法》出台，要求结合党
建工作日常考核和考察干部工作要
求， 对考察任用干部标准进行具体
细化。

株洲县《考察任用干部看党建
暂行办法》要求，将党员干部履行党
建工作责任情况以及在“四个合格”

方面的表现情况纳入考察重要内
容， 让考察任用干部看党建有章可
循、有据可依。被评为省级以上先进
基层党组织， 基层党建工作得到市
级以上党委或组织部门推介、表彰，
所在单位党建工作年度考核连续两
年排名全县前两位， 在急难险重任
务或中心工作中敢于担当， 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发挥明显等情形的党员
干部， 经组织考察， 作为其年度考
核、 评先评优、 提拔重用的重要依
据，让想干事的有平台，能干事的有
舞台，干好事的有盼头，着力形成抓
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鲜明导向。

� � � �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
讯员 文丽贵）“你的帮扶责任人是谁？ 今年
来你家开展过几次帮扶？ ”近日，在衡阳市
南岳区寿岳乡红旗村一户贫困村民家，南
岳区纪检干部对照扶贫花名册，仔细询问。

今年来， 南岳区纪委扎实开展扶贫领域
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为打赢扶贫攻坚战提供
坚强的纪律保障。 区纪委成立了3个督查组，

专项监督检查扶贫攻坚工作。 通过不定期深
入贫困户家中走访、开座谈会听取意见，询问
有关扶贫项目、 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及帮
扶干部工作作风情况， 从中发现侵害群众利
益的问题线索，并及时进行整改。

南岳区纪委对违法乱纪、履职不力人员进行
严肃问责，绝不姑息。 今年来，共通报脱贫攻坚工
作不力问题3起，给予政纪处分1人，约谈7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洁白如雪、形状圆润的薄胎陶瓷罐，点缀上
或浓或淡的青色花纹，在光影下尤为清雅。这件
长沙师范学院教师李小默的陶艺作品《梦之
光》，近日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界尚”陶
瓷艺术大展。 同时， 她指导的学生雷佳的作品
《绽·裂》也成功入选该项大展。

成功入选绝非偶然， 李小默从事艺术教
育10多年，一直坚信“用心从事艺术事业，总
会有开花结果的一天。 ”她的作品多次入选国
内外陶艺展览并获嘉奖，其中金奖3项，银奖5
项，铜奖6项，中法艺术交流贡献奖1项。

李小默潜心钻研教育心理及教育发展学，

运用自己独到的“一帮一式协作助学法”“头脑风
暴式创意合作教学法”“翻转式角色互换自学法”
等方法，让学生“乐于学”到“勤于学”再到“善于
学”。为了让学生近距离体验现代陶瓷文化，她多
次利用假期，自费带领多名学生到景德镇、咸宁
等地学习创作。 名师出高徒，她指导的学生作品
获得多项省级、国家级金、银、铜奖项，她自己也
获得了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湖南省教育厅
“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工作之余，李小默热心教育公益事业，开展了
通过陶艺活动公益为自闭症儿童开展干预策略研
究，“陶艺制作对自闭症儿童很有帮助， 每次看到
那些眼神清澈的孩子们在制作陶艺时， 收获到的
小小喜悦，我就觉得自己做这件事特别有意义。 ”

� � �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者 彭
业忠 通讯员 孟春绒 吴顺忠）11月
26日上午9时，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
考古爱好者走进永顺县老司城遗址
博物馆， 参加首届老司城遗址公众
考古活动启动仪式。

这次活动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和永顺老司城遗址管理处联合举
办，通过网上报名，吸引山东、河南、
陕西、黑龙江、福建、西藏等地近30
名考古爱好者参加。

“在老司城举办首届公众考古

活动， 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文物保护与研究中心主任张涛
介绍。 张涛曾担任老司城遗址考古
与发掘队领队。 此次公众考古活动
为期10天，由张涛担任执行领队。考
古期间，安排了田野考古工作规则、
老司城遗址考古发掘概括等讲座。
考古爱好者们还将深入工地参与考
古发掘，学习识别土质土色、判断年
代早晚、 确定叠压打破关系等田野
考古知识。

� � �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记者 陈
薇）19日， 湖南省水彩画学会在长沙
举行成立大会。 来自省文联、省民政
厅的主要领导和中国美协水彩画艺
委会代表陈坚、刘寿祥、周刚、王其钧，
及全省艺术家代表100余人出席大
会。 大会选举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硕士生导师刘永健担任主席。

湖南被称为“水彩画大省”，拥
有一支实力强大且稳定的水彩画创
作队伍。“湖南水彩四家”黄铁山、张
举毅、朱辉、殷保康，在中国水彩史
上逐渐显现出重要地位； 在湖南高

校中有一批从事水彩教学与创作的
师资队伍， 比如湖南第一师范美术
系的王正德，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
的黄珂、李朋林、李水成、张小纲；近
年来，又逐渐形成了以陈飞虎、刘永
健、蒋烨、洪琪、段辉、坎勒等为代表
的湖南新生代水彩画家。实力强劲、
年龄层次明显的人才梯队是湖南水
彩艺术事业最为显著的特点。

黄铁山鼓励年轻水彩画家“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高度的文化
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 努力实现
水彩画的“中国梦”。

� � �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通讯员
陈英 记者 余蓉）11月17日至19日，
2017年全国机械行业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博诺杯”移动机器人大
赛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体育馆
举行。 长沙民政职院电子信息工程
学院荣获教师组和学生组的一等
奖。

本次大赛分为教师组， 中职组

和高校组三个组别， 吸引了来自全
国13个省市的86支队伍。 经过三天
的激烈角逐， 本次比赛共产生一等
奖9项，二等奖21项。

据悉， 荣获一等奖的学生还获
得了天津博诺智创机器人技术有限
公司的实习邀请， 公司将为其提供
实习培训机会并优先录取为技术支
持工程师。

� � �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者 龙
文泱）今天，周石星最新诗集《你若
在，我如来》在长沙图书馆发布。 众
多文化传媒界专家学者到场， 热情
的观众挤满了发布大厅。

《你若在，我如来》收录了知名传
媒人周石星的300多首诗作， 其中既
有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又有作者对生
活的哲思。 发布会上，周石星介绍了
诗集的创作思路， 向长沙图书馆、芒
果V基金赠送了诗集。 仇晓、张丹丹、

马可、魏哲浩等我省著名主持人现场
朗诵诗集中的作品，富有张力的朗诵
把观众带入诗歌的美好境地。湖南省
诗歌学会会长梁尔源认为，周石星的
诗作体现了诗人丰厚的生活基础，人
到中年的炉火纯青，其古典诗中蕴含
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发布会由长沙市推进学习型建
设工作指导委员会、 湖南省诗歌学
会、潇湘悦读文化研究会、湖南创意
读书会、芒果园读书会联合举办。

望城区推行“阳光处访”

还干部清白 给群众明白

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说“不”
安化打通“中梗阻”问责处理55人

静待花开
———记长沙师范学院优秀教师李小默

老司城举办首届公众考古活动

湖南省水彩画学会成立

长沙民政职院获
全国移动机器人大赛一等奖

周石星诗集《你若在，我如来》发布

考察任用干部看党建

株洲县压实党建工作责任

南岳：为脱贫攻坚上紧纪律“发条”

万个岗位选人才
11月25日， 求职者在人才招聘会上挑

选岗位。 当天， 由省教育厅、 湖南中医药
大学联合主办的“湖南省医药卫生类2018
届高校毕业生供需见面会”， 在该校东塘校
区体育馆举行。 全国各级各类医院、 医药
公司、 企事业单位240余家用人单位参会，
发布需求岗位近万个， 吸引了全省各高校
的医药卫生类毕业生前来寻求就业机会。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