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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胡剑锋

“4年来第一次见到外甥女，
谢谢你们！”4月11日下午6时许，
徐家人紧紧地抱着小宝， 一刻都
不愿松手。这一幕感人的场景，也
让一段跨越千里、 寻亲近两年的
路途画上了圆满的句号。4岁的小
宝在郴州民警的护送下， 终于回
家了。

生母刑事拘留， 小宝
送至福利院

2016年10月， 郴州市公安局
北湖分局燕泉派出所在办理一起
贩毒案件中，抓获了一名涉嫌贩卖
毒品的女性犯罪嫌疑人徐某，其身
边还有一个2岁小女孩，是徐某独
自抚养的女儿小宝。

民警陈琳还记得，第一次见到
小宝时，孩子面黄肌瘦，拒绝任何
人的拥抱和照顾，还用凶巴巴的眼
神看别人，深夜也不愿休息，一直
闹到天亮。

据徐某交代，其老家在湖北恩
施，小宝属于未婚生育，父亲不知
去向，出生医学证明又丢失，一直
未能落户。 问及小宝的外祖父母，
徐某说，自己和家人的关系早就闹
僵， 父母根本不知道小宝的存在，
父母年纪也大了，不可能代为照顾
小宝。

于是，民警不得已将小宝送到
了北湖区福利院，徐某则被刑事拘
留，接受法律的制裁。

辗转 获 得小 宝 出生
证明，解决落户难题

一年时间过去了，小宝在福利
院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可是没有家
人的陪伴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福利
院建议将孩子送回亲人的身边，并
向徐某提议：如果实在找不到亲属

愿意照顾小宝， 徐某可放弃抚养
权， 让福利院为小宝办理领养手
续。

徐某舍不得孩子，提出要给她
的父母或哥哥照顾。燕泉派出所民
警找到徐某的家人后，她的家人因
小宝没有户口而拒绝接受孩子。民
警决定想办法先解决小宝的落户
问题。

经了解，当初徐某是在一家私
人医院分娩产下小宝，这家医院没
过多久就倒闭了。几经辗转，燕泉
派出所民警得知，那家私人医院的
老板后来又重新开了一家女子医
院。会不会还留有之前那家倒闭医
院的就诊记录呢？警方马上与医院
联系，幸运的是，院方保留了以往
的就诊记录，并找到了小宝的出生
证明。

燕泉派出所民警立即和湖北
警方沟通，小宝的户口问题得到解
决，其家人也接受小宝了。

跨越千里历时8个多
小时，孩子终于回家

4月11日上午9时许， 陈琳和
郴州市福利院两名工作人员，带着
小宝踏上了回家的路。“因为之前
在福利院得到了良好的照顾，小宝
已变得乖巧听话，脸颊圆嘟嘟的十
分可爱。”

从北湖区到湖北，千余里的行
程，一行人历时8个多小时，辗转
多趟列车， 终于在当天下午6时
许，见到了徐某的家人。在恩施市
公安局火车警务站，陈琳核实了徐
某哥哥的身份信息，并办理了小宝
及徐某随身物品的交接手续。“真
的谢谢你们！” 徐某的哥哥含泪说
道。

离别之时，小宝嘴巴撅得高高
的，舍不得民警和福利院的工作人
员离开。“小宝， 你要乖乖听话，但
愿今后的日子，你能健康成长。”陈
琳动情地说。

湖南日报4月16日讯 （记者 李国
斌 通讯员 鲁昌 杨峰） 省高速公路交
通警察局日前发布消息，省高警局常德
支队澧县大队在二广高速北往南1872
公里临澧服务区进行例行检查时，查获
一辆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的大客车。经临
澧县森林公安认定，该客车非法运送的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腹锦鸡。

4月11日下午2时30分左右，一辆车
牌号为云A的大型卧铺客车进入临澧服
务区，民警在例行检查时，听到客车行李
舱中传出奇怪的叫声。在民警要求下，驾
驶员将客车的行李舱打开。民警发现，其

中一个箱子里装有2只漂亮的鸟类动物，
另一个箱子内也装有鸟类动物。

驾驶员称，自己对委托运输的野
生动物并不知情，将货运到云南和广
州后会有人联系来拿货。因客车司机
无法提供有效的野生动物运输证明，
其行为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民警
随即联系了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前
来调查，车辆和驾驶员也被暂扣。

经临澧县森林公安证实，非法运
输的动物名红腹锦鸡，为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目前，该案已移交临澧县森
林公安部门作进一步处理。

长途客车中藏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驾驶员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被查

� � � �母亲因涉嫌贩毒被刑拘，身边留下的孩子
怎么办？郴州民警上演暖心一幕———

跨越千里 送爱回家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李汶玥 张星雨

莺飞草长， 书香芬芳。4月13日，
岳阳市新华书店4楼国学讲堂群贤毕
至，余三定、段华等10多位当地知名
学者、专家，共同品读《习近平的七年
知青岁月》， 让近200位读书爱好者
听得津津有味。

当天， 由岳阳市社科联和市新华
书店主办、市读书学会协办的《习近平
的七年知青岁月》读书交流会如期举
行。“知青岁月是一支难忘的歌。”岳
阳市社科联主席、研究员魏星告诉记
者，此次活动旨在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市新华书店总经
理陈胤夫说：“《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 反响热烈， 岳阳市已销售2万多
册。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确实
是当代青年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励志
教材，是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生动范
本。”

思想的火花在交流中迸发。同有
5年知青岁月的岳阳市文联主席、著
名文艺评论家余三定深知其中滋味：
“半饥半饱，满是艰辛，却仍充满了对
理想信念的追求。”“一字一句， 七日
研读。” 著名作家段华真情告白，“这
是一部不能一目十行的书。每每看到
深处， 我总是忍不住哽咽， 乃至大
哭。” 书友李园平深受启发：“智者见
智是因为用心的程度和思考的角度
不同，站在不同的层次可以提出不同
的看法与心得，故来此交流。”

悠扬的音乐缓缓飘起来。活动现
场，岳阳市广播电视台知名播音员骆
志毅、 方琳的声音或低沉或高昂，或
激越或舒缓。 他们情感真挚的朗诵，
让人走近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生活。
在场听众有人不自觉点头，有人眼里
泛光，掌声次第响起……

岳阳专家学者共读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党员干部锤炼
党性的生动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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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国学课堂
进社区

4月14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浏
阳河街道，“少儿国学课堂” 正式开
课。 文化志愿者运用生动活泼的教
学游戏，以及礼仪、故事渗透等教学
法进行国学教学， 向少年儿童传授
中华传统文化。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甘艳 陈强

清明前后，在长沙各酒店、商场、农家乐、墓园
等地，长沙市纪委监委组织的作风建设暗访督查组
正在暗访。

今年来，长沙打响整治违规收送红包礼金“歼
灭战”，着力破除“潜规则”，让“不收不送”成行为习
惯，让办事不求人成常态。一季度，该市共查处违规
收送红包礼金典型问题26起，处理处分60人。

立“军令状”、挂提醒牌，吹响“歼灭
战”号角

违规收送红包礼金，不仅破坏纪律规矩的严肃
性，更会降低营商环境的舒适度，侵蚀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

今年来，长沙市吹响红包“歼灭战”的号角，各
级各部门“一把手”纷纷立下“军令状”。

“红包是炸弹，我不收也不送；红包是祸害，我
反对我举报。”近日，宁乡市委书记周辉通过微信扫
码，在线签名倡议拒收拒送红包礼金。活动现场，近
800名干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纷纷进行网络签
名。

据了解，各单位纷纷在办公室门口、办公桌醒
目位置张贴“拒收红包”提醒牌和承诺书，让送红包
的人望而却步。2月，长沙高新区一互联网企业负责
人来到该区某副局长的办公室，想送个红包感谢一
下他对企业的帮扶。看到办公室门上张贴的“拒收
红包”的提示后，打消了送红包的念头。

明察暗访、交叉检查，向不知止者
“亮剑”

3月9日中午，准备在长沙文艺路街道辖区开水果
店的陈某，宴请街道社会事务管理员数字化队长蓝七
九、街道社会事务管理员北队队长陈强、街道社会事
务管理员凌忠于和常辉宁4人。期间，5人均喝了酒，蓝
七九、陈强还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红包礼金。

3月26日， 芙蓉区纪委监委对这起典型问题发
出通报，蓝七九、陈强分别受到记过处分，凌忠于和
常辉宁受到警告处分。

“对喊不应、叫不醒、不知止的顶风违纪行为，一
律从严查处。”长沙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1月24日，根据群众举报，该市纪委专项监督检
查组在岳麓区某私房菜馆，当场发现市工务局两名
班子成员和办公室主任违规接受服务对象宴请、收
受红包礼金。其中一名班子成员和办公室主任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免职处理，一名班子成员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

整治行动开展以来，长沙市纪检监察系统紧盯
重要节点和关键岗位，开展了高频率、高强度的“地
毯式”监督检查。期间，通过聘请第三方组织开展暗
访、开展分片区交叉检查等方式，避免了暗访督查
中的“熟人效应”、“说情陷阱”。

党员干部主动拒收红包，“潜规则”
失去市场

“你觉得我局干部工作作风如何？企业目前还

存在什么困难？”4月3日，望城区住房保障局班子成
员带队走访一家联点企业。

今年来，该局推行“这事我负责”机制，一手抓
主动服务，一手抓规范交往。该局负责人表示：“为
企业排忧解难服好务，这是‘亲’；不收送红包礼金，
这就是‘清’。”

送了“红包”就能得到“关照”，这是一些人心中
所谓的“潜规则”。长沙开展的这场“歼灭战”，让这

“潜规则”失去了市场。主动拒收红包，现在已成为
很多党员干部的行动自觉。

在开福区， 城乡建设局执法队员李建新在一处
供气站，发现一工作人员偷工减料、违规经营，当场
制止并对其开展教育， 这名违规人员用微信转来一
个288元的“红包”，李建新严词拒绝并向组织汇报。
在市残联，一处室负责人多次拒收相关服务机构“信
封”。在望城区，规划局总规划师发现服务对象夹在
资料中的1000元购物卡后，及时交纪检组处理。

“最近想约主管部门几个干部吃个饭、‘意思一
下’，都吃了‘闭门羹’，但审批事项很快就办了下
来。”在长沙打拼了十几年的商人老王，道出了如今
的作风之变。

前不久获得“亲清政商关系守护奖”的长沙黑
金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日平感慨：“政府和企
业打交道，关键是界定清楚各自该干什么，不干什
么，定位清晰了，关系也清晰了。”

“这场红包‘歼灭战’，将持续深入打下去，要进一
步营造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 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
系、既亲又清的政商关系，以优良党风带民风，推动实
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长沙市纪委监委负责人说。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力破“潜规则”，让办事不求人成常态
———长沙打响整治违规收送红包礼金“歼灭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