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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严非平 吴巍伟

春节临近，原华容县防汛办主任张志
红却再也无法与家人团圆了。随着时间的
流逝，同事、朋友们对他愈加怀念，任何一
个与他有关的话题都有可能引发一片泪
水！

“多好的一个人！怎么就这样离开了
呢？”大家的记忆中，下再大的雨，有张志
红在，大伙心里都踏实。可是，当这一切没
有了张志红的操持，大伙心里就莫名的惆
怅：到哪里去找像老张这样精通水利业务
而又尽心尽责的人？

积水成渊成高参
1962年出生于农村的张志红，1981

年高中毕业参加水利工作，先后在乡镇水
管站、 水库管理所工作了21年。2002年2
月， 张志红被调到华容县防汛办担任主
任。上任伊始，他除了广泛学习防汛抗旱
组织与指挥、水利工程、水文气象、历史地
理等方面的知识外，更主要的是向同行专
家学习，在实践中学习。

从2005年起， 他利用节假日骑自行
车完成了环洞庭湖和湘、资、沅、澧四水
尾闾的实地考察。为了解长江河道及水
文情况，他游泳完成了对长江下荆江河
段和长江湖南境内河段的考察。30多年
的积累， 让他对华容县的各项水利设
施、水利事件、水利工程都了如指掌、信
手拈来。

努力将水患灾害损失降到最轻，努力
变水患为水利， 是张志红追求的最高目
标。2011年，张志红结合多年经验，认为
当年全县极有可能发生重大旱情， 并及
时向县委、 县政府报告， 建议采取疏挖
华容河入水口调关闸、 引用机械调长江
水入境的措施， 得到县主要领导的高度
重视。 当年春夏季节， 华容县遭遇百年
一遇的特大干旱， 但由于处置及时、措
施得力， 全县没有遭受大的损失。2012
年防汛期间， 张志红提出， 针对近年防
汛形势的变化， 要充分发挥机械设备优
势， 在防汛抢险中灵活应用； 要用科学
防汛替代沿用多年的“人海战术”。他的
建议，再次得到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
认可。22天的防汛时间， 华容县有260多
公里一线防洪大堤超警戒水位，却用最小
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胜利。

鞠躬尽瘁为民生
1996年7月19日， 华容县团洲垸溃

决。时任东山水库管理所所长的张志红临
危受命，调任团洲水委会主任。上任后，
他全身心投入灾后重建，堵口、修堤、建
闸、清淤……来不及喘息，1998年，长江
和洞庭湖发生流域性特大洪水， 尚未恢
复元气的团洲垸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
从6月26日开始至9月20日， 在长达84天
的时间里，张志红日夜坚守在21公里防洪
大堤上。期间，他组织参与26处重大险情
的抢护。

1996年7月25日，洞庭湖团西电排出
水闸发生险情。 机动抢险队员多次下
水，无法探明险情。时间紧迫，张志红踢
掉鞋子，脱掉上衣，一个猛子泅入深达5
米的水中， 反复下水摸索达40分钟之
久，终于查明了原因。由于处险及时，险
情得到控制，避免了又一场极有可能发
生的灭顶之灾。而这时的张志红，刚刚
从慈利县治疗哮喘病回来才10多天。当
时在团洲垸参与防汛的干部群众看在眼
里，无不动容。

因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张志红
于2017年8月18日晚11时猝然辞世，年仅
55岁。

■点评：

矢志治水，汗血滴尽。张志红，一个平
凡的水利人， 为了水利事业鞠躬尽瘁。他
可以牺牲休息时间，可以不顾病痛，用身
体去“丈量”江河，用生命去“堵”危险。所
有的言行，体现出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事
业的无限忠诚！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江湖为证写忠诚
———追记华容县防汛办主任张志红

“三湘好医生”揭晓
湖南日报2月6日讯（金慧）今天，2017

年度最受群众喜爱的“三湘好医生”颁奖
典礼在长沙举行，20位“三湘好医生”现场
领奖。

为全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宣传医
疗卫生系统医德高尚、 医术精湛的好医
生，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芒果V基金联
合多家媒体共同开展“三湘好医生”评选
活动。 活动自去年12月20日启动以来，
共收到了来自全省各地2000多条报名
信息，经过组委会初步筛选、专家评审、
大众投票等环节， 来自郴州市永兴县黄
泥镇东泽村卫生室的曾宪国以及徐宙
雄、贺湘玲、周竹林、彭佑铭、田蕊、张卫
社、欧光明、庞劲松、姜元英等10名医生
获得“三湘好医生”金奖称号，来自常德
市汉寿县中医院的赵琼欣以及王石虎、
邓志红、江泓、唐超群、李晓正、王先、陈
俊、雷玉玲、彭均建等10名医生获得“三
湘好医生”银奖。

“三湘好医生”曾宪国 ，人称“神蛇
医”，因擅长治疗蛇咬伤而远近闻名。他通
过查阅医书，改良药方，采草熬药，积累了
丰富的蛇伤临床治疗经验。 从医20多年
来， 成功抢救上百名濒临死亡的蛇伤患
者，让2000多名毒蛇咬伤患者痊愈，并为
贫困患者减免医疗费约30万元。

湖南日报2月6日讯（通讯员 林畅
吴翠茹 记者 李治） 家住长沙县福临
镇影珠山村的聂瑞良今天赶集， 满载
而归，却没花一分钱。以“我们的中国
梦 湖湘文化进万家”为主题，长沙县
文化志愿者服务活动暨文化集市、送
戏下乡启动式在福临镇文化广场举
行，春联、文体用品、书籍、新年饰品免

费赠给居民。
长沙县文体服务中心的摊位前，

有足球、篮球、毽子、象棋、围棋、跳子
棋、铁环等十余种、千余份体育用品；
长沙县图书馆的摊位前， 有文学、法
律、科技、十九大读物等书籍2600册；
长沙县文化馆准备了春联、中国结、福
字、 狗年吉祥物等2000余件新年饰

品；长沙县文广局还准备了300个安全
生产台历、扫黄打非宣传读本等。书法
名家则为村民们免费书写新春对联，
文化艺术团也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2017年， 长沙县群众文化活动精
彩纷呈，打造了“悦艺星沙”群众文化
品牌、“悦动星沙” 体育运动品牌、“悦
读星沙”全民阅读品牌、“悦耀星沙”文
博保护品牌、“悦享星沙” 文化市场品
牌，弘扬传统文化，创新大众文化，引
领潮流文化。

湖南日报2月6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巍伟 刘萌萌） 领一副书法
家现场挥毫创作的春联， 欣赏一台精
彩纷呈的文艺表演， 与会跳广场舞的
机器人来个亲密接触， 免费享受医
务人员健康检查……2月6日， 在华
容县北景港中学2018年岳阳市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现

场，1000余名当地农民群众近距离
感受到了岳阳科技、文化、卫生领域
取得的新成果， 每个人手里都是满
满当当的春联、挂历、宣传画册“新
春大礼包”。

活动现场， 来自岳阳市巴陵戏
传承研究院和华容县文艺界的艺术
家们，为当地村民带来了“治陋习树

新风” 主题相声表演、《刘海砍樵》
《补锅》经典花鼓戏曲目等10多个精
彩文艺节目，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载
体和形式， 把十九大精神送到百姓
身边。

岳阳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旅局、
市科技局、 市卫计委等市直部门单位
设置的20余个咨询服务台前， 围满了
领书籍、农资，咨询种养技术的群众。

此次“三下乡”活动捐赠物资款项
共计100余万元。

长沙县：不花钱逛文化集市

华容：农民乐享“新春大礼包”

载歌载舞迎新春
2月5日晚，吉首市乾州古城戏场，员工在表演节目《变脸》。当晚，吉首秀兰大德夯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天行健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举行迎新春晚会，员工们自编自演了歌舞、舞蹈、情
景剧等节目，展现了旅游企业人的新风采。 姚方 摄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周程 彭瑞芳

“我局对检察建议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制定了整改落实方案，翊鹤置业有限公司
欠缴的1.33735亿元土地出让价款已全部收缴
到位。”2月5日，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民行检察科
科长林伟国拿到了长沙县国土资源局关于检察
建议书落实情况的复函，看到拖欠近四年、高达
1.3亿余元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款缴至
了国库，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2013年7月， 长沙县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
一宗面积为87510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给湖南翊鹤置业有限公司并签订了《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翊鹤
置业有限公司第一期支付13373.5万元的定
金，第二期余款13373.5万元应在2014年1月11
日前支付到位。然而这第二期款项，长沙县国
土局却迟迟未收缴到位。

长沙县检察院2017年11月全面开展对国
有土地使用情况的调查，通过清理，该院发现
不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后，出让金却未按合
同约定时限收回，数亿国有资产受损。而上述

翊鹤置业有限公司拖欠的1.3亿余元出让款，
就是时限较长、金额最大的一笔。

“这么长时间国有土地出让金未及时收缴
入库，国有土地也处于闲置状态，长沙县国土
资源局却未采取及时有效措施，属于怠于履行
职责。”2017年11月20日， 长沙县检察院对长
沙县国土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立案调查，并于
12月15日向国土局发出了诉前检察建议书，建
议国土局全面履行法定职责，采取有效措施追
缴翊鹤置业有限公司拖欠的13373.5万元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利息及违约金，或
者解除合同并按合同约定要求翊鹤置业有限
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让合同解除、国有土地继续闲置并不是
我们法律监督的目的。”林伟国告诉记者。于是
他又带着科室干警多次登门至翊鹤置业有限
公司释法说理， 也了解企业拖欠的困难所在，
帮助企业解决问题。通过系列走访，林伟国也
听到了企业的心声：希望政府加大拆迁腾地力
度，及时办理交地手续。针对这些问题，长沙县
检察院第一时间向国土局提出建议，督促国土
部门不仅重视出让金的催缴工作，更同步做好

对引进企业的服务工作。
2018年1月， 长沙县国土局不仅向长沙县

检察院递交了翊鹤置业有限公司欠缴出让价
款的缴款凭证，还形成了严格项目准入、规范
控规调整的程序和手续、严格实行“熟地”供地
制度、收缴土地价款部门联动机制等六大整改
措施。

至1月底， 长沙县检察院针对县国土局不
依法履行职责共立6案， 共追回国家损失1.45
亿元。

“2017年6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修改民
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我国以立法形
式正式确立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林伟国介绍，根据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
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国
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
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
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
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
依法履行职责。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
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份检察建议收回1.3亿余元土地出让金
法治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