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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周利双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又到一年一度元宵佳节。3月2
日，在长沙市望城区，喜庆祥和的节
日氛围中洋溢着浓浓的“廉”味。

既“收意见”，又“送廉礼”
“阿姨,元宵节快乐，这是我们的

意见箱， 您对我区纪检监察信访举
报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也可以现场
投放。那是我们的宣传展板，主要介
绍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职能和举
报方式。”

3月1日， 望府路社区正荣广场
格外热闹。 在元宵喜乐会现场，“望
城区纪检监察信访举报直通车”人
气十足。

这边纪检干部“摆摊设点”面对
面倾听群众的反映和诉求， 对纪检

监察信访举报相关业务进行解答，
对来访群众的意见建议进行认真登
记； 那边五六名小小志愿者兴致勃
勃， 给来往的群众送去制作成灯笼
形式的“纪检监察信访举报” 宣传
单。

既“收意见”，又“送廉礼”，吸引
了不少群众驻足。

“纪检监察信访直通车”开进市
民广场，与元宵喜乐会同步进行,�进
一步增强了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
性。 当天， 就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
份，接受现场咨询30余次，收集民意
20余条，登记信访举报问题2件。

既看“廉”戏，又满“廉”意
“两条鱼上一朵莲花，这是寓意

“廉”字当头，年年有余。”
“元宵汤圆里藏着一个‘廉’，这

是寓意‘把好廉关阖家团圆’。”

元宵喜乐会上，一张薄纸，一把
剪刀， 在剪纸大师们的双手里一气
呵成，变成象征吉祥喜庆的图案，惹
得观众叫好。

剪纸剪“廉” 意， 歌厅麦霸赛
“红”歌，还有“廉”戏天天看，线上线
下灯谜点“廉” 语等， 给干部群众

“端”上了一份丰富的节日“大餐”。
“廉内助发言，打12笔字，选项

有：喻、笔、答、谦，到底点哪个？”今
年的元宵节， 不能来现场参加活动
的干部、 群众， 打开手机关注微信
号， 也能感受节日的浓浓喜乐和徐
徐清风。

近年来，望城区纪委、监委紧扣重
要节点，提前谋划，做好结合文章，用润
物细无声的形式， 让干部群众在感受
节日氛围时也能有所思、有所得。有群
众说：“如今的廉政教育也一改过去的

‘正经范儿’，走起了‘生动活泼风’。”

既有监督，又有暗访
“今天的用餐是哪些人，请将用

餐菜单给我们看一下，谢谢。”
元宵节来临之际，望城区纪委、监

委成立了14个“红包礼金歼灭战”暗访
组，聚焦“一桌餐”，采取不定时间、不定
地点、不定对象“三不定”方式，对机关
（开发公司、指挥部）食堂、高档居民小
区等34处场所进行“地毯式”检查。

“不仅看现场，还要查账目。”该区
纪委监委随机抽查部分单位的账目，重
点查看在春节元宵前后是否存在违规
公款吃喝、 违规发放津补贴等问题；对
授权支付额度较大的28家重点单位和
二级机构实行动态监控。 同时发挥财
政、审计、税务、工商、公安等有关部门
联合监管的优势，紧盯重点部位、重点
人员、重点项目开展上下联动、全方位
立体化的监督检查，严防节日腐败。

湖南6名企业家
登上全球富豪榜

5名是上市公司董事
长， 爱尔眼科陈邦财富
值和排名均上升最快

湖南日报3月3日讯（记者 黄利飞）
2月28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8胡润
全球富豪榜》。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以
7750亿元（人民币，下同）的财富，问
鼎全球首富； 马化腾以2950亿元身
价，成为全球华人首富。湖南地区富豪
占榜单6席， 排位靠前的是周群飞、郑
俊龙夫妇，居第171名。

湖南上榜的6位富豪有5位居住在
长沙、1位居住在益阳；其中5名出自上
市公司，他们分别是蓝思科技、三一重
工、爱尔眼科、尔康制药和艾华集团的
董事长；还有1名是远大空调的张跃。

截至2018年1月31日， 蓝思科技
周群飞、 郑俊龙夫妇的财富达630亿
元，财富变化较上年增长64%；排名上
升了71名，居第171名。 他们也是此次
湖南上榜富豪中年龄最小的， 二人均
不到50岁。

三一重工的梁稳根财富295亿
元，身价较上年减少6%，排名下降了
172名， 目前位居全球富豪榜第504
名。

爱尔眼科董事长陈邦， 财富值增
长和排名上升幅度， 在湖南企业家中
均是最大的。 其以260亿元的身价，位
居榜单第616名； 财富增长了86%、排
名上升了368名。

尔康制药的帅放文夫妇、 远大空
调的张跃夫妇，均以财富88亿元，位居
全球富豪榜第1959名； 不同的是，帅
放文夫妇排名下降了922名， 张跃夫
妇排名下降了480名。

益阳首富艾立华家族， 财富值较
上年增加了30%，达82亿元；排名靠前
了39名，目前在榜单第2075位。

这是胡润研究院连续第七年发布
“全球富豪榜”。《2018胡润全球富豪榜》
中， 有来自68个国家、 2157家企业的
2694位10亿美金富豪上榜， 达历史最
高。 上榜富豪的总财富比去年上升
31%， 达到66万亿元。 胡润表示： “从
来没有这么多财富集中在这么少的人
手里。”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张志华

2月28日， 记者来到益阳市大通
湖区河坝镇农乐垸村村民曾立春家
原址。

2年多前大火肆虐的痕迹已被时
间慢慢抹去，曾被烧毁的小楼经改造
已焕然一新，周围树木正发着嫩芽。

2015年6月19日凌晨1时左右，
村民曾立春家突发大火， 村民雷跃
秋、朱德安在火海中救出了曾立春的
妻子柳玉梅。

“你找曾立春吗?他家没有人住
这了。”村民李畅生注意到了记者，他
说，曾立春夫妇后来去世，房子也已
转手，大家为曾立春一家的遭遇感到
痛惜，也为雷跃秋、朱德安等人在救
火中的表现而骄傲，曾家搬到长沙的
儿子还会经常回来看看。

记者决定去雷跃秋家看看，李畅
生提出带路。记者与李畅生交谈引起
村民们的注意，一些人赶来跟记者介
绍情况, 一场发生在2年多前的火灾
在众人的讲述中渐渐还原。

李畅生说， 火灾发生时正值初
夏，本已在家休息的雷跃秋忽然察觉
到窗口透射的亮光很异常，且隐约听
到有人呼救，他走出门跳上摩托就往
亮光点奔去，“几十秒的时间里就到
了”。原来是曾立春家失火，曾家开了
一家南货店，还兼营花炮，因为电动
车充电短路引发火灾。

雷跃秋到达现场时，朱德安正在
打水救火。朱德安和曾立春家毗邻而
居，他比雷跃秋更早发现险情。此刻，
大火弥漫，店内被引燃的烟花一团团

冲向天际，爆炸声不绝于耳。“雷跃秋
从隔壁店门前抓了只塑料油漆桶，就
打水救火。 ”村民邓玉珍说，雷跃秋、
朱德安很快意识到火情无法控制，却
不见曾立春夫妇。“要救人！ ”他们站
在房前，大喊曾立春夫妇的名字。

转到屋后，雷、朱两人听到了微弱
的呼救声。 可怎么进去呢？ 后屋无门，
前屋烧得正旺， 只有一扇窗可以爬进
去。 雷跃秋赶快喊村民戴伟建拿来一
根铁棍，砸烂了窗户上的铁栅栏，进入
屋内。爆炸声惊醒了更多的人，陆续有
村民赶来救火。

雷跃秋将曾立春的妻子柳玉梅
救出时，已有不少人赶到现场。 雷跃
秋抱着柳玉梅，将她送出窗户，朱德
安和戴伟建赶紧将人接住，迅速将她
转离到安全地带。雷跃秋自己爬到窗
户口后，突然又缩了回去，原来被砸
断的铁栅栏一端伸入房间，逃生的窗
口成了漏斗状。 他调整了一下姿势，
才缓缓从窗户口爬出。出来时衣服被
烧毁，全身多处烧伤，头发都卷曲了，
铁条还在他的背部划下了一道长约
10厘米的伤痕。

消防队员也赶来了，在二楼洗手
间把曾立春救出。

村民李伏芝告诉记者，这其实是
雷跃秋第3次救火， 曾经还有2次救
人，一个20多年前被救的女青年至今
还跟他像亲戚一样走动。

说话间， 很快到了雷跃秋家，他
客气地冲记者摆摆手，说：“邻居家失
火，去扑火救人很正常啊!� 我真没想
到，我和朱德安会因为这事评上‘湖
南好人’。 ”至于那天发生的一切，他
说得很少。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胡朝楠

3月1日晚， 中央电视台1套播出
的“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颁奖典
礼上，30年如一日照顾见义勇为致残
瘫痪妻子的长沙退伍军人谢海华获
得“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荣誉。

这天晚上，长沙市岳麓区文明
委向全区人民发出倡议，号召集中
收看颁奖晚会。

晚上8时， 在谢海华工作的长沙
市岳麓区坪塘街道廖月娥敬老院，谢
海华推着妻子谢芳进入院子中的礼
堂，与附近的村民和敬老院的老人们
一同收看了这场录播的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进入尾声，谢海华出
现在了屏幕上，现场掌声雷动。 颁
奖典礼结束后，谢海华、谢芳夫妇
在一个安静的房间接受媒体采访。

谢海华推着谢芳从礼堂进入

房间后，下意识地帮谢芳又捏了捏
肌肉已萎缩的手，然后帮妻子把围
巾整了整裹紧脖子。

“感动中国”的颁奖词也正好
诠释了这种“下意识”：“相信，是那
一刻的决定；相濡以沫，是半生的
深情。 平凡的两个人，在命运面前
却非凡的勇猛， 最长情的告白，已
胜却人间无数。心里甜，命就不苦；
爱若在，厮守就是幸福。 ”

那一刻，他与廖俊波、黄大发、
卢丽安等10位人物以及塞罕坝林
场建设者这一群体， 共同写进了
2017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我没想到自己会获奖，我觉得
其他获奖的人都特别好， 而我不过
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 ”对于获
奖，不善言辞的谢海华这样说道。

“这30年太辛酸，他太不容易，
谢谢他的不离不弃，爱他一辈子。 ”
妻子谢芳依偎身旁泪眼婆娑。

谢海华的老同事沈国强在一旁
忍不住说， 每每看到他们夫妇恩爱
的样子，大家就羡慕得不得了，多少
年来常常看着他们推着轮椅散步有
说有笑， 就觉得虽然困难但真让人
幸福。“他们的事也感染了村里许多
人， 大家都觉得近30年长久的担当
是我们这些男人的楷模。 ”

全国道德模范廖月娥是妻子谢
芳一个村里的人，很早便认识谢芳，
廖月娥觉得这一家人， 女的是见义
勇为和歹徒搏斗的英雄， 男人是这
么多年来默默照顾不抱怨不放弃的
“生活英雄”。 廖月娥说：“敬老院的
老人们也都很喜欢谢海华， 作为一
个保安对需要帮忙照顾的老人无微
不至，还常常帮他们理发。 ”

问起获奖后有什么打算，谢海
华的愿望很简单：“今后的日子还
要好好照顾她， 她受的苦太多，不
想让她再痛苦。 ”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平凡村民， 烈火英雄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信访举报车”开进元宵喜乐会———

别样“廉”味闹元宵

“我不过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
———谢海华“感动中国”之后

� � � � 3月3日，常德市中小学开学第一天，常德消防支队特勤中队
开展“消防流动课堂”进校园活动，借助学校开学典礼契机，为师
生讲解消防知识，上好消防安全“第一课”。 陈自德 摄

消防安全“第一课”

� � � �益阳市大通湖区，村民雷跃秋（右）与朱德安（左）为育苗浇水。（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湖南日报3月3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贾泽远 梅娜）3月2日， 一条
《有人@你，南坪街道给你送元宵“红
色礼包”了》的微信在常德走红。 原
来，常德市武陵区南坪街道党工委网
络尝鲜，在元宵佳节为当地党员送上
“微党课”。这也是武陵区委组织部开
展的“红色的课堂·奔跑的力量”第6
期主题活动。

据了解， 南坪街道非公企业多，
社会组织也很活跃， 并有60多家非
公企业成立了党支部。 为进一步做
好非公企业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近期， 南坪街道党工委改变传统党
课讲授方式， 利用网络平台推出
“微党课”。 这次为党员送上“微党
课” 的， 是南坪街道党工委书记陈
维。 随后， 常德居和嘉美家居生活
广场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杨溢、 金
家坪社区党总支书记刘旋、 竹根潭
社区第四网格党支部书记唐知莉谈
了自己的体会。

“我们尝鲜当一把‘网红’， 是
希望运用新的技术手段， 把党的声
音更好地传递到广大党员和群众中
去。” 陈维说。

南坪街道党工委尝鲜当“网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