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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新瑞

“孩子，好好学习，快乐成长。还有什么
困难？我都愿意帮你解决……”4月17日，新
田县知市坪中学的小婷同学， 读着来自马
来西亚吉隆坡的邮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发来邮件的，是马来西亚华侨王国丰。

王国丰祖籍福建省福清市，1949年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生。 他只在当地读
了初中二年级，便辍学到汽修厂打工，一
天工作16个小时。1979年，王国丰从一家
小汽车配件厂的小股东做起， 到后来成
立了自己的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从小吃苦、没有机会继续求学的王国
丰，深知知识的重要。他决心不让身边那
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们“重走自己的老路”，
开始积极捐资助学。王国丰对记者说：“小
时候， 父亲经常给我讲陈嘉庚的故事。陈
嘉庚是我的偶像，是我学习的榜样。”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 王国丰每年
都向马来西亚华文学校捐款。2011年，回
到广州投资的王国丰得知广州市花都区
准备成立教育基金会，他率先捐款200万
元， 成为花都区教育基金会“第一捐”。
2015年初，一次偶然机会，王国丰认识了
在他广州公司务工的新田籍务工人员谢
小红夫妇， 了解到新田是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 那里有不少贫困家庭的孩
子上学困难，学习环境相当艰苦。

听到这， 王国丰立即来到新田县考
察。不久，王国丰决定由自己每年捐款，
在新田县创办“王国丰慈善助学会”。
2015年下学期开始， 王国丰根据自己到
贫困生家中“家访”的情况，对新田县考
取大学一本、二本的特困新生，每人至少
资助4000元。

谢小红夫妇向记者介绍， 王国丰的
生活很简朴， 身上穿的衣服全是“地摊

货”，单件大多不超过100元。而他捐资助
学十分慷慨，“家访”贫困生时，总是干劲
十足。今年3月26日19时，在新田县石羊
镇“家访”贫困生的王国丰，偶然听到当
地群众说，邻近村里还有一名贫困生。王
国丰二话不说， 立即走了5公里多山路，
赶到这名孩子家中， 不但当即把他纳入
“王国丰慈善助学会”资助范围，还给予
这名贫困生每月生活补助。

近年，王国丰还向毗邻新田县的郴州
市桂阳县的贫困生捐款捐物。同时，王国
丰更关注受助贫困生的身心健康，坚持每
年看望受助的孩子们， 倾听他们的心里
话，及时回复他们的信件、邮件。桂阳县四
里镇贫困生芳芳，4个月大时被母亲抛弃，
经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在王国丰的资
助和关心下， 芳芳变得开朗自信。 她说：
“一定要把王伯伯的美德传承下去。”

为鼓励广大贫困生奋发图强，2017

年，王国丰在新田县一中开办两个“王国
丰班”，向考入“王国丰班”的贫困生每人
每学期发放1000元励志奖， 鼓励他们好
学上进。王国丰还表示，“王国丰班”的学
生考上大学，他将给予每人4000元奖励，
对品学兼优的学生还会继续资助。 贫困
生小蒋，母亲因病去世，父亲一人在外打
工，三姐弟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2015年
起，小蒋得到“王国丰慈善助学会”的资
助至今。同时，王国丰每月另外资助小蒋
生活费500元。去年，小蒋以优异成绩考
入“王国丰班”。她热泪盈眶地说：“是王
先生的爱心，激励我努力求知！”

到目前，“王国丰慈善助学会” 在新
田、桂阳两县捐助的在册贫困生达400多
人。在王国丰善行的带动下，广州市不少
企业来到新田县，为乡村学校捐赠图书、
课桌椅等，“王国丰慈善助学会” 还在新
田县发展助学义工60多人。

� � � �以“加班费”名义向69家招标代理公司收
取现金25万多元并私分，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3名工作人员被处理———

越是小细节，
越不能忽视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卓韬

“贪念，给家庭、个人和单位，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和
影响。请大家以我为戒，千万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近日， 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工程交易科原负
责人刘某悔恨地说。

这起由永州市纪委派驻市政府办公室纪检组查处的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违反群众纪律案，引起强烈反响。

事情要从2017年11月说起。11月的一天， 永州市纪委
派驻市政府办公室纪检组组长王晨辉收到了市纪委信访室
转来的一封举报信。

举报人控诉，企业主每次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申报工
程交易，都必须提供几百元不等的“加班费”。举报人特意强
调，自己在全省各地都做过业务，这种“待遇”可谓全省独有。

“指向明确、性质恶劣！对这种损害发展环境、侵蚀群众
利益的行为必须从速查处，从严处理。”永州市纪委第四纪
检监察室成立专案组， 市纪委驻市政府办公室纪检组参与
其中，开展调查。

纪检组的同志通过走访询问、调取财务凭证，发现侵占
群众利益的证据确凿，调查情况与举报事实基本相符。锁定
证据，纪检组转向全面核查，突破口放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信息监督科工作人员唐某身上。 一场斗智斗勇的“短交
锋”随即上演。

“刚开始，唐某还有侥幸心理。但是，面对组织的耐心教
诲和党性教育，在铁一般的事实和证据面前，他的心理防线
很快被突破。”王晨辉告诉记者。

“开始也没有收，后来他们再提出给我一些‘加班费’的
时候， 我心里就觉得自己付出了劳动，‘收了也是理所应
当’。现在才知道，这确实是违反群众纪律的一种表现。”回
想起这一切，唐某十分后悔。

经查，2017年1月至10月，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
刘某、唐某、杨某三人以“加班费”名义，先后在69家招标代
理公司代理的368个项目中，按每个项目、每人100元至400
元不等的标准， 向招标代理公司共收取现金共计25.69万
元，并进行私分。

在组织审查期间， 刘某等三人将收受的违纪款全部上
交。在永州市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的指导下，市纪委派驻市
政府办公室纪检组向市直属机关党工委移送案卷资料，移送
审理。

2018年1月， 永州市直属机关工委纪工委认定刘某等三
人违反群众纪律，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刘某、唐某2人留
党察看一年、降低岗位等级处分。按管理权限，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党组对杨某（非党员）给予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群众利益无小事，看似小事，实际不小。作为窗口单位，
应该加强管理避免此类事情发生，越是这种小细节，越不能
忽视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和对纪律规矩的敬畏。”王晨辉表示。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赖小民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张斌）记者今天从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获悉，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个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
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摘自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的简历显
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赖
小民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2012年9月至今任现职。他
1983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参加工作，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计
划资金司中央资金处副处长、处长，银行二处处长，信贷管理
司副司长，银行监管二司副司长；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副
局级干部，北京监管局筹备组组长，北京银监局局长、党委书
记，中国银监会办公厅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首席新闻发言
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等职。目前，兼任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省环保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谢立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记者今

天从省纪委监委获悉，省环境保护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谢立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谢立，男，汉族，1963年10月出生，湖南常德人，研究生
文化，1981年1月参加工作，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0年11月以来，先后任省环境保护局办公室主任、省环
境保护局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长沙环保职业技术学院党
委副书记、 省环境保护局监察总队队长等职务；2005年10
月，任省环境保护局副巡视员；2007年9月，任省环境保护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2009年8月至今，任省环境保护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

“陈嘉庚是我的偶像”
———马来西亚华侨王国丰新田、桂阳捐资助学的故事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曾鹤群

在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道的最北
端有一个小村叫双塘村，黄秋月在这块
土地上已耕耘了38载。38年来，她认真
对待每一节课，用慈母般的爱不放弃任
何一个孩子。她患乳腺癌，疼痛常常折
磨着她， 可她说：“只要我能站起来，就
要走向讲台。”

1980年，17岁的黄秋月高中毕业，
出身农家的她深深明白乡村孩子对知
识的渴望， 她志愿当了一名乡村教师，
倾尽毕生的精力帮助娃娃们走向外面
的世界。

从自安小学到香王寺小学，再到金
沙小学，她教过语文、数学、思想品德等
很多课程，担任了20几年的班主任，她
说：“农村学校和城里不一样，愿意留下
来的老师少，我们都像补锅匠一样哪里
缺就要补好哪里。”

无论寒暑，每天到校最早的必定是
黄秋月，她会烧好开水，打扫好教室，等
待孩子们的到来。

金沙小学的校长李洪波说，她

1998年参加工作， 那年的大雨下得特
别多，山路泥泞，孩子们雨天来校都是
雨水裹着泥水湿漉漉的。有一次，她看
见黄老师准备了很多衣服、毛巾，像母
亲一样为每一位孩子擦拭、换洗，这温
暖的力量感染了整个校园，这种师爱师
德为全校树立了一个榜样。

有个叫董立（化名）的孩子患有癫
痫，他母亲病故，父亲耳聋，黄秋月问医
求药， 常亲自送他放学回家。6年来，他
无数次发病，总有黄老师帮他清洗呕吐
衣物，守他转危为安。

农村家庭很多家长教育观念不强，
对孩子的学习听之任之。如果哪个孩子
无故不来，她就到家里去接；如果布置
的家庭作业，家长不督促孩子做，她就
把这部分孩子留下，陪他们做完再走。

黄秋月一边努力学习， 完成了中
师、大专的自我提升，一边无私奉献，把
自己的青春和才华献给了校园。

可命运多舛。2009年3月， 黄秋月
发现自己乳房有肿块， 并日益增大。当
时，从双塘村到市内，来返一次要颠簸
耗费一天的路程，她不愿意耽误孩子们
的课，拖到7月暑假才去检查，不幸被确

诊为乳腺癌中晚期。
因肿块太大，医生诊断要先化疗再

手术。前前后后经过7个疗程的化疗，再
经过切除手术，2010年上半年，刚刚恢
复好转的黄秋月却坚持要回校上课。

她拖着羸弱的病躯，可一进教室就
展现出饱满的精神，之后，她不落下一
节课，不放弃一个孩子。那一年，全区
60余所小学语文统一抽考， 她所教授
的班级斩获全区第一。

2016年12月， 黄秋月的病情再次
恶化，癌细胞骨转移，右大腿骨疼痛难
忍，学校劝她马上住院治疗，黄秋月却
申请把学生一周的课调整到前3天，利
用后两天和周末再去打针。 面对病魔，
黄秋月坚强地说：“只要我能站起来，就
要走向讲台。”

在双塘村周边， 黄秋月培养了几代
学生， 家长把孩子送到黄老师手中就如
同吃下了定心丸。 黄秋月先后获得了长
沙市优秀教师、长沙市优秀班主任、长沙
市十大魅力教师提名和感动开福人物。

在接受采访时，她三番五次的回到
教室打个转看看，她说：“今天我要把本
周的课补齐，明天又要去医院住院了。”

长沙市一中双语
实验学校成立
计划今年秋季招收初一

新生约500名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鲁青松 黄波） 省会再添一所优质教育学
校。今天，长沙市一中双语实验学校成立新闻
发布会在长沙市芙蓉区政府举行， 芙蓉区政
府决定将新配套建设的一所初级中学交由长
沙市第一中学托管，学校命名为“长沙市一中
双语实验学校”。

长沙市一中双语实验学校为公办初级中
学，位于芙蓉区火炬路，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
权。行政上隶属芙蓉区教育局，业务上全部交
由长沙市第一中学统一管理。 学校完全按照
长沙市第一中学全套的办学理念和教学模式进
行管理，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和分管教育、教
学的副校长均由长沙市第一中学委派， 校务委
员会和学校中层干部由长沙市第一中学负责组
建， 负责对学校发展和日常事务进行决策、管
理。教师队伍由3部分组成：长沙市一中本部选
派一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批，芙蓉区内选配
一批。同时，进一步加强湘一芙蓉中学和长沙市
一中双语实验学校两校之间的师资统一调配
和名师共建共享。

长沙市一中双语实验学校占地面积近70
亩，设计办学规模48个教学班。该校招生工作
全部由长沙市第一中学负责，按照长沙市教育
局2018城区初中学校“相对就近，免试入学，指
标到校，微机派位”的招生政策执行，并在4月
20日至4月26日按照要求组织特长生（篮球、田
径、声乐、器乐、舞蹈等）招生。计划今年秋季招
收初一新生10个班约500名，班额严格按照部
颁标准配置，每班不超过50人。学生除按照国
家免补政策免除学杂费外，还享受芙蓉区免费
提供校服、饮用水、教学辅导资料的待遇。

黄秋月：
能站起来，就要走向讲台

大学校园里的民族文化嘉年华
4月17日，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汀香园广场，哈萨克族学生展示民族特色食品。当天，该校举办“中华手拉手 拥抱新时代”

2018年民族文化节活动，来自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满族等11个民族的学生，设立自己的“民族村”和文艺表
演舞台，展示本民族民俗风情。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喻玲 摄影报道

35名外国留学生
接受湘绣培训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路小路）参观湘绣精品，聆听湘绣大师讲
座，亲自动手绘制湘绣作品……4月14日，来
自韩国、日本、加纳、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
和地区的35名留学生， 在湖南工艺美术职院
接受“2018年湘绣文化国际交流培训班”培
训， 成为传播中华文化， 传递中外友谊的使
者。

此次培训由湖南工艺美术职院与湖南师
范大学联合开办。上午，留学生来到湖南工艺
美术职院的湘绣展厅参观，其中的“新湘绣”
作品以其极具现代感设计和精湛的工艺令留
学生沉醉在“不可思议”“魔术般艺术”的湘绣
文化之中，大家纷纷表示“这是用丝线来表达
的绘画艺术，很神奇，很震惊”“会邀请自己的
朋友来中国了解、体验湘绣艺术”。下午，亚太
手工艺大师刘爱云先给留学生进行了生动的
刺绣讲解示范， 随后刺绣老师们对留学生进
行了一对一地刺绣指导， 每位留学生都完成
了一幅自己绣制的湘绣作品。

现场调研教学
关注创新引领战略

4月17日，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中共湖南省委
党校、 湖南行政学院的学员和老师在参观了解汽车生产、
研发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