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严治党在路上

电影《龙林谷》
在衡阳县开拍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
魁春 戴军 ） 今天， 陈俊霖执导的电影 《龙林谷》
在其家乡衡阳县洪市镇开机拍摄。

《龙林谷》 由巨禾影业集团与衡阳市委宣传
部、 衡阳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衡阳县政府联合
出品， 故事讲述11岁的白菜误入与世隔绝、 犹如仙
境的龙林谷， 在龙林谷遇到一个哑巴老头， 从此改
变了白菜对生命的认识。

陈俊霖表示， 《龙林谷》 是一部有着浓浓衡阳
文化标签的电影， 电影里将多处注入本土人情风
俗， 如洪市芝麻糖， 衡阳稻草龙、 湖之酒、 山歌
等。 他希望通过这部电影， 打开一扇衡阳文化通往
世界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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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邹太平 杨庆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在湘南起义纪念塔举行重温入党誓
词，既是转隶后对纪委、监委干部的党性教
育，又是反腐败斗争的一次誓师大会。”1月
4日， 回忆起几天前县监委班子成员在湘
南起义纪念碑前的宣誓，桂阳县委常委、纪
委书记、监委主任陈潜激动不已。

湘南，是一片红色土地。 革命家、军事
家黄克诚， 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李木
庵均出生于此。

2017年12月29日，是桂阳县监察委员
会挂牌成立之日。 上午11时30分，该县监

委班子成员怀着崇敬的心情， 走进了湘南
起义纪念馆。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
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在湘南起义庄
严肃穆的纪念碑前，桂阳县纪委、监委全体
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

陈潜领誓完后，带领全体党员集体承诺：
我们一定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决忠诚于党；
始终践行党的根本宗旨， 严守党的纪律和规
矩；始终做到不忘初心、不懈奋斗，履职尽责、
勤政廉政；始终坚持以身作则、当好表率。

红旗猎猎，誓言铮铮。
“湘南起义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有重

大意义的事件， 为我们后来夺取国家政权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陈潜说，桂阳县作为
湘南革命老区的一分子， 更要发扬革命光
荣传统， 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
良品德和廉洁作风，重温入党誓词，就是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踏上反腐败
新征程。

“清风正骨是共产党人的本性。黄克诚
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起， 就一直忠
实地践行着党的宗旨。 ”瞻仰黄克诚雕像，
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 黄克诚用一生铸就
了“一代楷模”的光辉传奇。 无论是在艰难
困苦的战争年代， 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位高权重、生活条件优越的时候，黄克诚都

始终保持着从简从低的生活作风， 始终为
人民群众着想。晚年复出后，官至中央纪委
常务书记，抓党风建设，制定领导干部廉洁
生活准则，他更是处处以身作则，为增强党
性、端正党风作出了表率。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精
神财富，值得用我们一生去学习去实践。 ”听
着解说，看着眼前的历史遗存，新转隶过来
的案件审理室干部张鸽子有感而发。

刚从检察院转隶过来的监委委员蔡小
兵坦言， 纪检监察工作对自己而言是新挑
战，一定把检察院的优势带到监委，站在更
高的政治立场上，继承和发扬好革命传统，
争取反腐败斗争的更大胜利。

“重温誓词，使人热血沸腾；践行誓词，
永远在路上。 ”该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
任许治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信心满满
地告诉记者， 用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担当新使命，不
松劲、不停步、再出发。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1月5日10时30分许，在常德市烧伤整形医院，烧
伤少年刘润刚完成清痂手术， 被医生从手术室转入
重症监护室。“刘润，你恢复得很好。社会上有很多好
心人关心你，你一定要有信心，你要坚强！ ”医院业务
院长孙培厚鼓励他。

16岁的白族少年刘润也许还不知道， 他在死亡
线上挣扎的20天里， 常德、 张家界两地涌动着爱心
潮，汇聚成一股强大力量，托起他年轻的生命。

2017年12月17日下午5时40分许， 桑植四中学
生刘润在大火中烧伤，伤情严重，被连夜转入常德市
烧伤整形医院。 经诊断，其烧伤面达85%，全部系深
度烧伤，生命垂危。

刘润的父亲刘金望在长沙打工，得知孩子烧伤，
迅速赶到常德。 刘金望说，他们是桑植县走马坪白族
乡天合村人，刘润4岁时母亲出走，自己在长沙建筑
工地做小工，要供儿子读书，还要养活两位80多岁的
老人、一个弱智的哥哥，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刘金望
从长沙赶来时， 兜里200元钱付了车费， 现场借了
2000元交了押金。面对治疗所需的巨额医疗费，他束
手无策。

正当刘金望绝望之时，“常德全媒” 微信平台发
了一篇题为《张家界中学生重度烧伤常德抢救，贫困
父亲泪奔求助》的微信，引发很多常德市民献爱心。
微友“欧猫”是张家界人，现在常德市鼎城区工作，他
看到微信后，立即捐款500元。“90”后范亚娉看到微
信后，也转来捐款1000元。 新华网知名博主“人民政
协张新民” 特意带着朋友赶到医院看望， 留下1000
元。 常德市的慈善机构也送来捐款5000元……

孙培厚在朋友圈发微信后，也引起广泛关注。 曾
参与昆山爆炸烧伤救治的专家、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烧伤整形外科主任张逸等纷纷献爱心。 生产烧伤创
面材料制品的瑞士墨尼克公司高管周瑜通过孙培
厚，捐赠价值1万元的烧伤创面材料。 常德籍歌手吴
丹妮也辗转联系孙培厚，捐款5000元。

同时， 桑植四中师生及刘润所在村村支两委积极
为刘润捐款。 12月20日，桑植四中副校长徐兵、向勇来
到常德，送来了全校师生募集的善款64386.8元。

爱心点亮生命。 目前，常德、张家界两地爱心人
士已为刘润募集善款50多万元。 刘润在医生精心救
治下，病情已好转。

� � � �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通讯员 刘
勋惠 张爱忠 记者 李国斌）元旦前，
入住安仁县金紫仙镇中洞街一旅店
的甘肃客商雷某，不慎将装有7000多
元现金及数张银行卡的钱包遗落。 返
乡途中的他正为此犯愁时，店主设法
联系上了他，钱包物归原主。 雷某感
激地说：“走南闯北多年，这里的社会
治安和民风， 我打心眼里佩服……”
这是安仁县“平安建设”见“平安”的
一个缩影。 2017年，安仁又一次被省
委、省政府评为“全省平安县”，这是
安仁连续7年获得这一称号。

2017年，安仁县在总结以往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
推动“平安安仁、法制安仁”建设，探
索出一条县乡村组四级联动，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的新路子。 全县160多个
行政村（居委会）都配备治安信息员、
人民调解员和突发事件应急队，形成
了“三位一体”的治安防控体系。

为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该县积极推行“1+2+N”流动接访模
式，即每天由一名县级领导带队，2名
职能部门负责人随行，相关乡镇或单
位参与的下乡接访制度，变群众上访
为领导下访。 此举实施一年来，摸排
各类矛盾纠纷2354起， 化解2145起，

余下的209起也正在调处之中。
建立平安县域， 重在人人参与。

县相关部门和单位大力推动法制进
乡村、进社区、进厂矿、进学校。 县里
开展干部职工平安建设知识考试和
群众“七五”普法有奖测试活动，参考
者达38375人次， 参与测试的群众
78930人次。 全县60多所中小学聘请
政法干警为学校法制辅导员，使普法
教育走在全国前列，并获得了“全国
青少年普法教育示范区” 荣誉称号。
据统计，2017年该县矛盾纠纷调处成
功率达 92% ， 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37.08%。

常德张家界合力救助烧伤少年

挺住！ 大家来帮你

着力营造长治久安社会环境

安仁县连续7年被评为“全省平安县”

花垣县监委挂牌首日———

十八洞村里话“初心”
通讯员 邹太平 石绍辉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时准
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声音
庄重有力，响彻山谷。

1月1日下午3时许，一群身着正装、胸
佩党徽的“游客”，顶着寒风来到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站
在龙德成大娘家前的坪坝上，面对党旗，举
起右手，庄严宣誓。

这群特殊的“游客”，就是花垣县纪委、
监委的干部，当天中午，花垣县监察委员会
刚刚完成挂牌，他们驱车一个小时，来到十
八洞村。

2013年11月3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十八洞村考察，就是在龙德成家的坪坝上，

与村民促膝而谈， 发表了一次影响深远的
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
思想。

“今天，是新年第一天，也是县监委成
立第一天，带大家来到十八洞村，重温入党
誓词， 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扎实推进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在脱贫攻坚这一场硬仗中履
行好监督责任。 ”领誓完毕，花垣县纪委书
记、 监委主任田桂华对宣誓的纪检监察干
部说。

宣誓后，63名干部分组而坐，一场关于
“初心”和“使命”主题讨论拉开帷幕。

“我们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
感，切实履行好党章赋予的职责，精心谋划
和组织实施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龙雨第一

个发言。他认为，作为全国精准扶贫的诞生
地，县纪委、监委应该始终牢记为脱贫攻坚
保驾护航的神圣使命， 认真履行监督执纪
问责工作职责，实施“精准监督”工程，为全
县脱贫攻坚营造山清水秀、 风清气正的良
好环境。

“强化问题线索意识，继续开展扶贫领
域信访问题‘挂牌复核’工作，积极办理化
解信访问题， 充分发挥信访举报发现问题
线索的主渠道作用。 ” 信访室干部石红艳
说，做好扶贫领域的信访举报工作，要更有
耐心、热心和爱心。

“我们的使命就是依纪依规严惩群众
身边的腐败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
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接过石红艳话茬的
左双龙表示，要继续抓住关键环节，严肃查
处扶贫领域虚报冒领、截留私分、挥霍浪费

问题， 对那些胆敢向扶贫等民生款物伸手
的决不客气。

“我们的使命是严惩一切违纪违法的
腐败分子，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 ”刚
从检察院转隶过来的张春林，虽年纪轻轻，
却已有3年公诉工作经历， 说话声音不大，
腼腆中不乏阳刚之气……

从班子成员到普通干部， 一个接着一
个发言。讨论气氛热烈，不知不觉已夜幕降
临。

“问题就是努力的方向，我们要围绕花
垣县精准扶贫中的突出问题精准发力、精
准监督，以纪律保障扶贫。”县纪委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龙兴云最后发言时说，纪委、监
委融合后，要更加聚焦主责主业，严肃处理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弄虚作假、 数字脱贫等问题， 强化责任追
究，严肃问责。

田桂华表示，这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反腐败征程才刚刚起步，不松劲、不
停步、再出发，就一定能打赢脱贫攻坚护航
之战，坚决兑现2020年与全国一道进入全
面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

桂阳县监委挂牌日在湘南起义纪念碑前宣誓———

凝心聚力踏上反腐新征程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通讯员 陈华倩

1月6日上午9时， 由湖南日报报业集
团金鹰报刊社携手各市州金鹰报读者俱
乐部联合举办的“2018金鹰报老年春节联
欢会”，在长沙田汉大剧院举行。来自长沙、
常德、怀化、衡阳、娄底、邵阳、益阳和岳阳
的1000多名老年朋友齐聚一堂，享受着这
场专属于老年人的视听盛宴。

节目更精细，更接地气
歌曲、舞蹈、小品、快板、空竹表演、模

特秀、 地方戏曲……记者在现场感受到，
一曲曲歌颂祖国、关爱老龄、展示老年风
采的主流旋律宛转悠扬， 一幕幕弘扬时
代、传递快乐、诠释幸福夕阳的温情画面
无声流淌。

据了解，此次老年春节联欢会由金鹰
报读者俱乐部牵头， 在省内的8个市州进
行了12场节目海选。

海选期间，由“金鹰云社区”微信公众
号推出的12场观众投票通道，累积收到有
效投票124856（1人仅限投1票）。 来自长沙
市岳麓区岳麓街道阳光社区的动感舞蹈
《阿哥阿妹》， 以14546票获得了海选最高
网络人气节目奖。 最终，13个优秀节目在
海选中脱颖而出，分别代表各自的城市来
到长沙一展风采。

“你们知道吗？ 自从我们的节目《阿哥
阿妹》火了后，阳光社区文艺协会的会员
们积极性更高了，甚至很多会员的子女都
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现在我们都成为年轻
人的老师了！ ”《阿哥阿妹》的带队人陈老
师兴奋地告诉记者。

让老年人都成为节目主角
联欢会总策划邵溶冰介绍，今年的这

台联欢会与往届相比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在观众人群中，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变成了
各种文艺活动的主角。

邵溶冰说：“据我们统计，60岁到70岁

的观众人数达到了65%， 这个区间内的人
群也是极有表现欲望的，属于各地区的文
艺积极分子，金鹰报老年春节联欢会的主
角就是我们身边的老年人。 联欢会旨在为
参与的中老年人提供一个不分表演形式、
不分职业、不分地区的展示舞台，让老年人
都成为节目主角。 ” 而这台联欢会之所以
会受到老年人的追捧，邵溶冰认为是因为
当下老年文化生活需要的供不应求。

记者注意到，来自不同城市不同社区
的老年朋友，在演出现场，他们的内心情感
得到了最柔和的共鸣。“昔日芳华，今日花

甲，红颜白发，风采不减！ ”一个自称90后
的网友观看了当天在“今日头条”的微信直
播后，在留言区给表演节目的叔叔阿姨点
赞留言。

走出湖南，走向全国
和往年相比，今年的老年春节联欢会

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1月6日这一天，以
湖南为主会场，联合湖北、江西、广西的广
播电视报社，同一时间分别举办了四台老
年春节联欢会，现场通过视频连线技术进
行四个会场之间的直播互动，做到四省区

互动点的最大融合，现场感非常强。
34岁的总导演张希全告诉记者：“别

人都问我， 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会这么热衷
于做老年春节联欢会？三年前，我从策划第
一场老年人的公益活动开始， 就停不下来
了。电视台有百姓春晚、儿童春晚等各种春
晚，唯独没有老年人的。 其实，老年人才是
社会上奉献最多且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
我要以这样的形式告诉大家，他们并不老，
他们很青春。毕竟时代不一样了，以前的中
老年人有钱都留给子女花， 现在大家都希
望自己生活得开心一点。 ”

看，主角就是身边的爹爹娭毑
———2018金鹰报老年春节联欢会侧记

1月6日， 2018金鹰报老年春节联欢会现场。 陈华倩 摄

� � � � 1月7日下午， 长沙市湘江剧场， 志愿者表演越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 当天，该市天心区百花越剧团举行
新年首场送戏进社区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一曲《梁祝》贺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